




  

 

 

 

 

           主编的话  
 

     经上所写的 
 

这是个火药味十足的争议! 有几个人来到

安提阿, 教导说外邦人必须受割礼, 否则不能得救. 

他们强调外邦人信主还不够, 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徒 15:1,5). 此教导破坏了“因信称义”的福音, 所以

保罗和巴拿巴极力反对. 他们过后上耶路撒冷去见

使徒和长老, 结果开大会讨论此事, 成功解决争议. 
 

请留意他们如何解决此争议: 首先是使徒

彼得站起来, 见证数年前神派他向外邦人传福音, 

并以“说方言”为“赐下圣灵”的凭据, 证明外邦人因

信主耶稣也同样得救, 与犹太人没有分别. 接下来, 

巴拿巴和保罗述说救恩如何临到外邦人, 神借着

“神迹奇事”印证和成就此福音事工(徒 15:7-12).  
 

我想今日若有什么争议的事, 只要有彼得

和保罗这两位伟大使徒在场作出相符一致的见证, 

我们一般上都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所言; 况且

这里还有“神迹奇事”为他们作见证! 可见这综合起

来、相符一致的见证诚然可信, 不用质疑. 不过, 当

作领袖的雅各总结时, 并不以此为最终权威, 他说: 

“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

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也与这

意思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徒 15:14-16). 然后

他引证先知阿摩司的话(摩 9:11-12; 也参其他先知

的话, 赛 11:10; 49:6; 65:1; 亚 8:22).  
 

是的, “经上所写的”(KJV: it is written)! 此

乃神所设立最高和最终的权威! 今天, 有太多的人

一看到所谓的“神迹奇事”, 就立刻断言说一定是出

于神, 或肯定是神的旨意, 或那行神迹的人必定是

神的仆人, 所言必定不假, 我们必须顺从! 且慢! 听

一听主耶稣怎么说: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祢的名传道, 奉祢的名赶
鬼, 奉祢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

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

开我去吧!’ ”(太 7:22-23; 也参 太 24:24; 帖后 2:9).  
 

有许多“作恶的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和

行许多异能. 有鉴于此, 在面对今日种种所谓“神迹

奇事”如说方言、神医、赶鬼的事件时, 让我们回

到主借着雅各所立的原则  —  是否与“经上所写

的”相符, 这也是主耶稣为我们树立的榜样  —  “经

上记着说”(太 4:4,7,10). 本期, 我们在“辨别是非”

专栏中, 便是以“经上所写的”来察验说方言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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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会幕的大门 和 院子的柱子 
(出 27:16-19; 出 27:9-15) 

 
(A) 序言 

旷野的会幕(tabernacle)四围有个院子, 

院子里摆放着铜祭坛和洗濯盆. 院子四围是用

帷子(或作“帷幔”)围绕, 只有一个门帘式的入

口, 可称为“会幕

的大门”或“院子

的大门”(gate of 

the court). 这唯

一的大门预表着

主耶稣基督. 苏

格兰的约翰 ·格

兰特(John Grant)

写道, “没有别的

入口进入院子 , 

除了通过东边的

大门. 它是人前

来必经之处… 对于敬拜者, 进到神面前的方

法只有一个, 就是借着主耶稣. ‘因为只有一位

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

人的基督耶稣’(提前 2:5).”1 现在就让我们一

起来探讨院子的大门和柱子, 看看这两个预表

(types)2如何诉说主耶稣基督的荣耀.3 

                                                           
1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359 页. 有关会

幕和内中的圣器, 请参本文附录一: 旷野中的会幕.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物件、制度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事

件、物件、制度或人物(我们称之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 或作“真体”, substance)之间的关

系. 预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

预表的“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B) 院子的大门 (出 27:16-19; 26:31-37) 

会幕是按东与西的方向而立, 其入口在

东方, 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整个会幕院子的

周围用白色细麻布如墙一般地围绕起来, 使人

无法穿透进入会幕的院子里, 除非来到东方的

大门(gate),4 才能进去. 来到大门前, 我们看见

这大门挂上美丽绣花的门帘(民 3:26). 此大门

宽 20 肘, 高 5 肘(出 38:18), 挂在其上的门帘是

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 用绣花

的手工织成. 大门的门帘像院子的帷子(KJV: 

hangings; 《新译本》译作“帷幔”)一样, 是靠

柱子而立. 共有四根柱子, 都立于铜制的插座

上(KJV: sockets, 注:《新译本》将之译作“插

座”, 《和合本》译为“带卯的座”). 

 

大门的宽

度(20 肘)是它高

度(5 肘)的 4 倍. 

这教导我们, 进

入会幕虽只有一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

预表简介(一)”. 
3   诗 29:9: “凡在祂殿中的, 都称说祂的荣耀.” 注: 

这节经文的“殿”(KJV: temple)一词是指会幕, 因为这首

诗篇是由大卫所写(参 诗 29:1 的题注), 而大卫时代的

“殿”是指会幕(也称“神的家”, House of God), 真正的圣

殿要等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登基作王后才建成. 

4   这“大门”是指“院子的门”(出 27:16; KJV: the 

gate of the court). 这门并非坚固物质所制的门, 而是一

片布织的门帘, 如 民 3:26 所说的“院子的帷子和门帘”. 

这节的“门帘”(KJV: the curtain for the door)在希伯来原

文是由两个字组成, 即 mâşak {H:4539}(指有遮盖作用

的帘子、幔子) 和 pethach {H:6607}(意即门口、入口). 

梭陶(Henry Soltau)指出, 希伯来字 mâşak (hanging)是专

用来指院子的门帘(出 38:18)和圣所的门帘(出 26:36). 

这两个如幔子的门帘都是用来遮盖(cover)或隐藏(hid), 

不让外面的人看到里面的东西, 并且两者都有门的功用

(通过它才能进到里面). 神用同一个希伯来字( mâşak )

来描述这两个门, 并吩咐用同样颜色编织这两个门帘

(出 26:36), 为要把两者连贯起来, 一同预表基督就是那

唯一的门(约 10:7,9), 无论是进到院子的罪人, 或是进到

圣所的圣徒, “都要通过主耶稣基督”. Henry W. Soltau, 

The Tabernacle: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72), 第 117-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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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入口, 但它宽大得足以让所有人进来. 在圣

经中, 数字“4”意味着“普世性”(universal), 大门

的 4 根柱子和 4 种颜色都强调“普世性”的事

实(表明普世的人都可以通过此门进到里面, 

编译者按). 这点简明又美丽地描绘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因祂宣告道: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

来的, 必然得救”(约 10:9).  

 

第一个入口把前来的以色列人带进会

幕的院子, 但还有第二个门, 把人引入圣所. 虽

然这两个门的面积是相同的(都是 100 平方

肘),5 但它们明显的不同在于第二个门比较窄, 

也比较高(宽 10 肘、高 10 肘; 比较 出 26:16).6 

第二个门的门帘与院子大门的门帘一样, 都是

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 用绣花

的手工织成的(出 26:36), 这些颜色与院子大门

的门帘颜色

是相同的(出

27:16), 都在

描述基督不

同的荣耀 . 7 

通过此门, 祭

司才能进到

圣所, 这点也描绘有关主耶稣. 总之, 不管对圣

徒还是罪人而言, 耶稣基督是进到神面前的唯

一方法;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祂(主耶稣)被一个

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弗 2:18). 

                                                           
5   第一个门(院子的大门)是长方形, 宽 20 肘, 高 5

肘, 面积是 20 x 5 = 100 平方肘; 第二个门(圣所的门)是

正方形, 宽 10 肘, 高 10 肘, 面积是 10 x 10 = 100 平方肘. 
6   出 26:15-25 论及框起圣所(帐幕)的竖板. 每板

长 10 肘, 宽 1 肘半(出 26:16). 这就让我们可以猜度到圣

所的门, 高度为 10 肘(竖板的长度), 宽度约 10 肘(后面 6

块竖板加 2 块夹角的拐角竖板, 出 26:22-24). 
7   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指出, 这四种颜色与四

福音的特征有关; 紫色与马太福音相关, 论及主耶稣是

君王(the Royal One); 朱红色与马可福音有关, 述说主耶

稣是事奉者(the Serving One), 顺服至死, 受苦流血; 捻

的细麻(洁白色)与路加福音相关, 强调主耶稣是公义者

(the Righteous Man); 蓝色与约翰福音有关, 说到主耶稣

是永恒的属天者(the eternal Heavenly One).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360 页. 

通过第二个门进到圣所里, 还要经过圣

所内的幔子, 才能进入至圣所. 在赎罪日当天, 

以色列的大祭司正是经过此幔子(希伯来字: 

pôreketh {H:6532}, 有“隔离”之意), 才进入至

圣所. 圣灵用同一个希伯来字 pôreketh 来描

述第二层幔子(出 26:31,33,35; 27:21; 指隔开圣

所和至圣所的幔子, 来 9:3)和圣殿的幔子(代下

3:14), 为要表达分离(separating)的概念, 过于

进入(entrance)的意思. 

 

 

 

 

 

 

 

 

 
 

当主耶稣被钉十架时, 神做了一件富有

重大意义的事. 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

两半”(太 27:51; 注: 王上 6:2 记载圣殿高 30 肘, 

约 13.5 米高; 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希律王

把它加高到 40 肘). 那曾一度出现的拦阻已被

除去, 我们借着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

活的路, 得享特权进到神面前(来 10:19-22: “我

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

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

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何等有福的特权啊!  

 

   

(C) 院子的柱子 (出 27:9-15) 

 出埃及记 27:9-15 告诉

我们关于会幕院子的细节. 它

长 100 肘、宽 50 肘、高 5 肘

(出 27:18). 除了大门有门帘,  整

个院子是用捻的细麻(KJV: fine 

twined linen)织成的帷子(KJV: 

hangings;《新译本》译作“帷

幔”), 把院子四周围绕起来. 圣

经没告诉我们用什么材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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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的柱子 , 但很多学者认为是用皂荚木

(shittim wood), 并可能用铜(注: 圣经没注明, 

故有学者认为是银)把它包裹. 无论如何, 圣经

告诉我们这些柱子立于铜制的插座上(KJV: 

sockets, 出 27:10; 注:《新译本》将之译作“铜

插座”, 《和合本》译为“带卯的铜座”), 用银封

顶(指用银像帽子般地盖在每根柱子顶端). 院

子四围一切柱子都用银杆连络(即用杆相连), 

并用银钩子钩着和支撑整幅帷幔(出 27:17). 

 

 

 

 

 

 

 

 

 

 

 

 

 

 柱子通常提供支撑、力量、稳固和保

障, 这对旷野中的会幕是重要的, 因为会幕暴

露在旷野的恶劣情况下(必须顶得住旷野风沙

的吹袭). 铜插座代表属神的公义, 细麻的帷幔

也是如此(细麻常象征公义, 启 19:8). 银制的封

顶、杆子和钩子主要提醒我们唯靠救赎(银代

表救赎, 出 30:16), 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这一切述说我们可颂之主耶稣基督的

特征(特指祂的圣洁公义, 配作救赎的工作). 祂

那未受污染的纯洁如细麻般的洁白,8 在这世

                                                           
8   帷幔是用捻的细麻织成的(出 27:9). 洁白的细

麻象征圣洁或公义. 有者(如上文作者 Alex Wiseman)认

为它象征主耶稣的圣洁公义, 另一些人却认为它象征圣

徒的义, 如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所说: 

“银钩挂着的细麻帷子… 所描述的不是基督而是圣徒

的义, 不过它也是根据基督的义来衡量的”; Frederick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26 页. 事实上, 即使帷幔

的细麻是描述圣徒的义, 但诚如约翰·理祈(John Ritchie)

正确表示的, 这“圣徒所行的义”(启 19:8)也必须全靠基

界的“旷野”散发洁白明亮的光芒. 祂是那样的

“圣洁、无邪恶、无玷污”(来 7:26). 此外, 正如

柱子在旷野风沙中坚稳不倒, 主耶稣在面对世

上邪风强力吹袭下, 也仍然威风凛凛地站立在

完全的公义里, 屹立不倒, 坚定不移. 这叫我们

不禁联想到新妇(新娘)在雅歌中论到她爱人时

的描述: “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 安在精金座

上”(歌 5:15), 并且使徒约翰也看见祂的“两脚

像火柱”(启 10:1; 有者认为这节所谓“大力的

天使”即是主耶稣基督, 编译者按).  

 

铜插座亦提醒我们有关

使徒约翰在异象中, 看见威严荣

耀的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

走, 祂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

明的铜”(启 1:15). [注: “在炉中

锻炼”指经过火的精炼; “光明的

铜”指精纯的铜.9 马唐纳评注道: 

“一直以来, 铜都是用来象征审

判的, 可见所描述的主要是审判

的情景”, 摘自 马唐纳著,《活石

新约圣经注释》, 第 1376 页] 

 

主耶稣“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来 1:9). 

即使是罗马百夫长在主耶稣被钉十架时, 也见

证说: “这真是个义人”(路 23:47). 实际上, 救主

                                                                                               
督(而非自己)才能拥有的, 因为“除了基督以外, 圣徒本

性上没有这义”(请参本文附录二). 
9   “光明的铜”与 但 10:6 的描述相似; “铜”代表审

判, 表示主耶稣执行的审判“稳健有力量”, 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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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舍己, 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为要让神维

持祂的公义(即以公义审判罪恶), 同时算我们

这些本是罪人的信徒为义. 事实上, 神在救赎

和设立召会方面所做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不容

妥协的公义基础上. 院子的柱子美丽贴切地呈

现这方面的真理.10 

 

 

(D) 结语 

 院子只有一个门, 而主耶稣就是那门所

预表的唯一入口. 除了通过主耶稣基督, 没有

其他门路可进到神面前(约 14:6). 梭陶(Henry 

Soltau) 提醒我

们: “第一个试

图采用其他门

路的人就是该

隐; 他原本可以

亲近神, 却因错

误尝试而远离

了神, 最终被放

逐异地(创 4:1-14). 这样的道路最初由一个恶

人所行, 此后却变成一条宽路  —  ‘该隐的道

路’(犹 1:11). 成千上万的人跟从他的脚踪; 想

要敬拜神, 却不愿通过这唯一的门路.  

 

“… 主耶稣说: ‘我就是门’, 并补充说: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约 10:9). 祂给于普

世性的邀请  —  ‘凡’(if any man, 任何人); 无论

是犹太人或外邦人, 只要愿意通过祂进到神面

前, 就能立即得救. 祂向世人敞开大门, 正如我

们在约翰福音所读到的, ‘叫一切信祂的都得

永生’(约 3:15); ‘任何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

着’(约 6:51 直译); ‘任何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

里来喝’(约 7:37 直译); 这一切都是基督向世

人发出有关救恩的邀请.”11  

                                                           
10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Christ Foreshadowed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80, 79 页; 另在

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1    H. W. Soltau, The Tabernacle: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 第 118, 120 页. 

 关于院子的柱子, 约翰·格兰特评述道: 

“柱子象征稳定性(stability). 主耶稣如柱子般, 

稳固了所有的结构; 那把外面隔开的帷幔, 有

如帐幕(指圣所和至圣所)的竖板那样稳固. 这

家(神的家)被分别为圣, 帷幔也不跌落. 这样便

能保守神与祂百姓相会的居所(指会幕)与外面

世界的分别. 铜插座象征基督能够忍受铜祭坛

的火, 为人受苦赎罪; 银杆银钩则象征基督为

救赎人的生命而付上赎价   —  赎罪银(出

30:16), 以此为人赎罪. 帷幔结构稳固有力, 全

靠基督十架工作.”12 感谢神, 倚靠基督, 全然稳

固; 信靠基督, 永不动摇! 

 

 

*************************************** 

附录一:   旷野中的会幕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时, 神吩咐摩西为祂

造会幕(tabernacle),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

住在他们中间 . 制造帐幕 (或作“会幕”, KJV: 

tabernacle) 和

其中的一切器

具都要照我所

指 示 你 的 样

式”(出 25:8-9). 

事实上 , 会幕

是 一 个 帐 幕

(tent), 是神居

住的所在(出 25:8), 也是以色列人敬拜神、与神

相会之处(出 33:7). 会幕可分为三大部分:  
 

(1) 外院 (100×50×5 肘)  

外院有两件铜制的圣器:  

1) 铜祭坛: 这 5×3×3 肘的祭坛(燔祭坛)是用皂

荚木制造, 外面包着铜, 供百姓献各种祭物. 

2) 洗濯盆: 这个铜制的洗濯盆供祭司洗手洗脚

之用. 圣经没注明洗濯盆的尺寸. 

(2) 圣所 (30×10×10 肘) 

圣所有三件金制或包金的圣器: 

1) 金灯台: 一进幕帘, 左边也就是南边, 有一个

金灯台, 共有七盏灯. 它是用重一他连得(约

                                                           
12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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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会幕(Tabernacle) 

30 公斤)的精金锤出来的. 从晚上到早晨, 灯

要常常点着(利 24:1-4). 

2) 陈设饼桌子: 右边也就是北边, 有一个陈设饼

桌, 它是用皂荚木制造, 外包精金. 祭司每安

息日要摆放 12 个饼(称为“陈设饼”)在桌上, 

祭司及家属们都可以吃(利 24:5-9). 

3) 金香坛: 圣所最里面的地方, 正对着约柜施恩

座前摆着的是金香坛. 它是用皂荚木制成, 外

包精金, 祭司每天早晚要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3) 至圣所 (10×10×10 肘) 

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2.5×1.5×1.5 肘). 它是用皂

荚木制造, 外包精金. 约柜上面有施恩座, 由一对

基路伯遮盖着. 约柜里面存放两块法版、一罐吗

哪 (出 16:32-34)和亚伦发过芽的那一枝杖 (民 

17:1-11). 

 

约柜上的施恩座是神与摩西相会之处(出

25:22). “施恩座”原文意即蔽罪(来 9:5). 神乐意

遮盖我们的罪, 与我们同在, 这是何等宝贵的真

理! 不过, 神也曾吩咐亚伦, 不能随时进入至圣

所(利 16:2),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为百

姓赎罪时, 才能进去(来 9:7). 简而言之, 会幕从

外到内, 一共有六件圣器(或译: 圣具): (1) 祭坛; 

(2) 洗濯盆; (3) 金灯台; (4) 陈设饼桌; (5) 金香坛; 

(6) 约柜(注: 有者把约柜上的“施恩座”算为另一

件圣物, 故称有七件圣器). 其中第 1 和第 2 件在

外院, 第 3 至第 5 件在圣所, 第 6 件在至圣所. 

 

务须留意的是, 在结构或范围方面, “会

幕”一词有时可指上述三大部分的整体帐幕(包

括院子、圣所和至圣所; 例如 民 3:8 和 代下 1:6

的“会幕”肯定包括了院子的部分), 有时则指由

“圣所和至圣所”组成的帐幕, 没有包括院子(例

如 出 30:18 的“会幕”就没包括院子的部分), 所

以读者必须根据它的上下文来决定其意. 

 

 

************************************** 

附录二:   院子和院子的门 

(约翰·理祈, John Ritchie) 

 

(A) 院子简介 

耶和华吩咐摩西有关会幕和器具(或译

“圣器”, vessels)的次序, 乃是从内至外的(出 25

及 40 章), 制作这些东西和摆设的次序也是从内
至外的  —  从至圣所的约柜开始, 至外院的门为

止. 这点带给我们有关预表真理的下传路线. 次

序是从神到人(神在最内的至圣所, 人在最外的

院子或院子外面), 叫我们想起神儿子的道路  —  

从父怀的深处(至圣所的约柜)到伯利恒的马糟, 

又上到各各他的十字架(院子的铜祭坛), 在那里

解决了罪人一切的罪疚和需要.  

 

我们心灵欣赏真理的次序, 却是从外至
内. 我们从门和院子开始, 经过铜祭坛和洗濯盆

向内前进, 向前行至神的宝座. 当我们想起自己

罪人的身分, 是“没有神”和“远离神”的地位(弗

2:12-13), 以上的真理便显而易见了. 我们初次认

识主耶稣时, 就是这样的光景. 

 

罪人并不关心怎样敬拜神, 也不理会如

何与神相交, 他的心灵并不追求金灯台或陈设饼. 

然而, 当人的心知道自己失落、有罪时, 这醒觉

的罪人第一次呼求: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主耶稣亲自给他一个神圣完全的答案  —  “我就
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约 10:9). 进入

门内, 我们便继续学到主耶稣是祭坛、祭牲和祭

司; 过后, 我们能入圣所敬拜神, 在祂的居所“瞻

仰祂的荣美”(诗 27:4). 现在, 让我们开始先看会

幕的院子.  

 

院子是一片空地, 长 100肘、宽 50 肘, 四

围挂上细麻作的的帷幕(hanging curtain), 由 56

根柱子竖立 , 每根柱子栽进一个铜座里(KJV: 

socket, 出 27:10;《新译本》译作“铜插座”, 《和

合本》译为“带卯的铜座”), 柱子都是用银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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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者认为可能是用铜包裹); 柱子有银钩子, 

钩是挂帷幕用的, 柱子与柱子之间有银杆子相连. 

就是这样一连串不断的银和细麻环绕着院子. 院

子的门向东, 宽 20 肘, 门帘是用蓝色、紫色、朱

红色线, 并细麻织绣而成, 挂在 4 根柱子之上. 这

是进入以色列神的居所唯一的入口, 凡要进入者

都要顺从神所指定的路, 不容选择其他途径. 这

里教导的真理严肃, 愿我们留心听从. 

 

院子预表最外边的福气, 罪人因看见主

耶稣是救恩之门, 便信祂而得以进入院子. 圣所

乃是天上的预表(来 9:24), 信徒在那里的身分是

敬拜者. 他也许还未明白这点, 但已知自己得救

了, 逃离了将来的忿怒, 进入神的家中享受恩典

和怜悯. 在那里, 圣徒地位和福气的最低点仍然

是最蒙福的. 难怪诗人歌唱说: “在祢的院宇(指

院子)住一日, 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
中(注: “殿中”原文作“家中”, 可指会幕或圣殿的

圣所)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诗 84:10).  

 

罪人啊! 你不知留在门外的损失是何其

的大! 门内充满喜乐与欢欣, 这些是你不能在“恶

人的帐棚里”得着的. 再不多时, 这世界的幕幔要

被推倒, 世上那无法令人满足和充满欺骗的诱惑, 

将要全部永远过去. 那时, 圣徒能快乐地歌唱: 

“祢所拣选, 使他亲近祢, 住在祢院中的, 这人便

为有福. 我们必因祢居所, 祢圣殿的美福知足

了”(诗 65:4). 

 

圣经没告诉我们造柱的材料, 我们也不

需撬开神的秘密.13 铜代表神公义地审判罪, 银

则是论到借基督之血而获得救赎. 院子的幕幔是

用细麻造的, 在 启 19:8 论到羔羊新妇时说: “就

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

所行的义.” 细麻象征公义, 可是除了基督以外, 

圣徒本性上没有这义. 他们最好的, 也不过是“污

秽的衣服”(赛 64:6). 神的灵就是选上这样的象

征, 去比喻人的义与神的义; “光明洁白的细麻

                                                           
13   理祈提醒道: “我们不需撬开神的秘密, 或在祂

静默的事上自作聪明, 因为神在这事上静默意味着祂不

要我们理会这事, 或要我们专注在祂已启示的事.” 诚然, 

申 29:29 就强调了这方面的真理.  

衣”与“污秽的衣服”成了对比. 此对比之强烈, 差

距之大, 是显而易见的. 让罪人扪心自问, 在圣洁

之神面前, 他是立在哪一种义上?  

 

在地上, 只有一者的生命样式是光明洁

白, 毫无玷污的, 祂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在祂

里面没有“粗麻线”, 也没有不义的痕迹. 主耶稣

是完美的, 无论在祂向神的挚爱或向人的公义上, 

祂都是完全的. 细麻只能属于祂, 也只有在祂里

面, 细麻的特性才能继续完美地彰显出来. 四周

的人见过祂义的光明却退避; 当时的宗教领袖、

文士和法利赛人憎恨祂, 因祂责备他们的不义; 

祂却屹立不倒, 义者站在不义中, 圣洁站在不洁

中, 彰显公义和圣洁是属于神的, 从神而来.  

 

然而, 主耶稣若只在地上有圣洁的生活, 

却没有为罪人流血, 祂便不能带来救恩, 罪人也

得不到安慰. 现今有人竟以为神赐下主耶稣的生

平作我们的模范, 要我们借着效法祂的生命而可

以进入祂的国(指得救进入祂的国).14 这样的道

理是何等的虚假, 此意念是何等的愚昧! 事实上, 

当我们靠近主耶稣, 用心灵瞻仰祂, 把我们自己

“污秽的衣服”之义, 与“光明洁白的细麻”之帷幕

并列相比时, 我们便知道自己的真实本相. 当约

伯与朋友理论争辩时, 说: “我持定我的义, 必不

放松; 在世的日子, 我心必不责备我”(伯 27:6). 

可是, 当他与神面对面时, 只能承认道: “现在(我)

亲眼看见祢. 因此我厌恶自己”(伯 42:5-6).  

 

 罪人啊, 你曾否这样的看见自己? 你曾否

在神的居所、公义的环绕之外闭口站着, 自觉有

罪? 神若向那些进入祂圣洁院子的人有这样公

义的要求, 按着公义的立场, 你便无法进入, 必被

永远关在外面. 神的标准不能降低, 帷子是 5 肘

高, 四边都是如此. 那里没有漏洞可让你偷偷进

                                                           
14   例如“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的神学家或

跟从者就“不信耶稣(如圣经所教导的)是神的儿子, 只信

耶稣是完全的人”, “他们认为圣经的内容有误, 其主要

的教训以耶稣为榜样, 是以祂的精神为标准”, 他们不信

主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和祂宝血的救赎, 只以祂为

生活典范; 有关这方面的错误神学, 请上网参阅《家

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圣经

的无误和可靠八-自由神学的圣经观/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八-自由神学的圣经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八-自由神学的圣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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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你若想倚靠自己的行为上天堂, 你便是试图

破坏神的要求, 把细麻帷子践踏在地上. 将来在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死人要站在宝座前, 按着他

们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在这大群人中, 没有一人

能靠着属人的义行而进到天上, 他们全被定罪, 

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启 20:11-15).    

 

(B) 院子的门 

院子的门(the gate)是朝着会幕的东边, 处

于东面帷子的正中. 圣经中的东边与晨光有关; 

犹大支派要在东面安营 , “在东边 , 向日出之

地”(民 2:3). 日出的晨光照射在院子的门上, 显

出门的色彩, 指示人到神面前的道路. 会幕没有

后门或横门, 进入的人必要走在光中.  

 

人本性喜欢黑暗, 因为他们所行是恶的. 

光把人的本相揭露, 罪人未得救之前, 必须先暴

露光中; 他必要完全知觉自己是个罪人, 然后才

能进入神命定的门; 他不能躲避光, 不能遮掩隐

藏自己的景况. 故此, 许多自义的人都拒绝神的

方法, 不愿意谦卑顺服, 让神的光鉴察他们, 也不

肯接受神提供的救恩. 因此, 他们自寻其他途径. 

该隐便是这种人的鼻祖, 他对自己犯罪堕落的事

实视若无睹, 在黑暗中摸索, 为要寻找到神面前

之路, 不理会基督借着流血所预备的路. 后人追

随他的脚踪, 今天有千万自义的灵魂同样踏上该

隐的道路, 要在羔羊宝血以外找寻到神面前之路. 

这些其他道路的终结是死亡, 是永远漆黑的幽暗.   

 

唯一的道路 

院子的门是唯一进到神面前的通道. 为

什么只有一扇门? 因为神没有预备其他的门, 也

无人有权在神的安排上找错处. 为何把门设立在

东边? 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 全是祂的工作、祂

的供应; 神本是至高无上的, 有权按祂所喜悦的

去行. 这点必须谨记. 我们四围的人都在怀疑神

的方法, 用批评的目光来看待神的救恩. 若有人

主张“只有一扇门”, 就被视为“固执”; 若有人为

神的真理站立场, 他就被别人列入“思想狭窄”的

名单中. 广受欢迎的论调是: “只要人诚心, 无论

信什么, 他都必定上天堂.” 可是, 神的真理是永

存不变的, 那拒绝或否认的人, 最后会发现自己

犯了大错. 

 

院子的门是敞开给所有人, 人人都可进

入, 不论是族长或乞丐, 白发老人或年幼小孩, 都

可进入. 这门就是耶稣基督, 无论是各各他的强

盗、城中的女人或法利赛人保罗, 都经过同一扇

门, 都靠同一个救恩得救.  

 

院子的门是阔且低的. 宽 20 肘、高 5 肘, 

这量度与圣所的门有显著分别, 因那门是高 10

肘、宽 10 肘. 两扇门的面积相同, 但圣所的门高

一倍, 阔度却是院子的门的一半. 圣所的门叫我

们想到高度(height), 而院子的门令我们联想到

阔度(width). 原因是明显的, 圣所只有祭司可进

入, 其他人不得进入, 所以它的入口是窄的. 在神

家中的权利不是为(尚未得救的)世人而设的; 神

召 会 的 门 ( 特 指 接 纳 进 入 召 会 交 通 团 契

[fellowship]方面)不是阔的, 只能接纳那些蒙神

呼召(且遵守神言)的人,15 未重生和不洁净的都

不得进入.16  

                                                           
15   即使是被允许进入圣所的祭司, 也必须遵照神

的话语, 例如必须先在洗濯盆把脚洗净, 才得入内, “免

得死亡”, 因神在 出 30:20 吩咐摩西说: “他们(祭司)进会
幕(指圣所), 或是就近坛(指铜祭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

火祭的时候, 必用水洗濯, 免得死亡.” 务须留意的是, 这

里所谓的“会幕”肯定是指“圣所”, 因我们知道洗濯盆是

放在圣所与铜祭坛之间, 而 出 30:18 描述说“要将盆(洗

濯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 所以我们肯定 出 30:20 的

“会幕”是指圣所而言. 
16  “不洁净的”祭司也不得进入圣所, 因他们必须

按神的话语洁净自己, 才能进入圣所. 这原则与神为新

约召会所立的样式相符一致  —  要被接纳进入神家中

的“交通/团契”(fellowship)之前, 必须先“遵守使徒的教

训”来洁净自己(“使徒的教训”指主借众使徒在新约圣经

中所吩咐的各种教导或召会真理). 有何圣经根据? 答案

是在 徒 2:41-42. 主用这两节给我们立下地方召会的样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8 

   

《家信》: 第 118 期 (2018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然而, 福音却不是这样! 院子的门(可预表

福音或救恩的门)是阔的,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 神
爱的阔度贴切安慰心中不安的罪人. 他若心中问

道: “此门会让我进去吗?” 那有福的答案是: “神

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
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 3:16); “我(主耶稣)

就是门; 凡(或译“任何人”, KJV: if any man)从我

进来的, 必然得救”(约 10:9). 当神说: “凡愿意者

皆可来”时, 祂便不能说谎. 当使徒宣明神“愿意

万人(或译“所有人”, KJV: all men)得救”时(提前

2:4 直译), 我们就不用怀疑这门究竟够不够阔了.  

 

有些传道人传讲 “拣选 ”(另译 “选召 ”, 

election)的方式, 足以吓跑所有罪人. 我们感谢神

的拣选, 神在祂真理的链子上预备了合适的位置

给“拣选的真理”, 在那里能给神“圣所中的圣徒”

带来独特的福气和安慰, 但拣选却不是神给罪人

的信息.17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

我们”这一真理是神家中的产业的一部分(弗

1:4). 但在院子门外的题词是“凡愿意者皆可
来”(Whosoever Will May Come; 参 启 22:17 所

说的: “愿意的, 都可以”), 用清晰的大字写上, 在

需要救恩的罪人面前闪耀着. 凡借着基督到神那

里的罪人大可放心, 他必定受到热烈的欢迎. 

                                                                                               
式是: (1) 信主得救(41 节: “领受他话[福音的信息]”); (2) 

受浸(41 节: “受了洗”); (3) 加入召会(41 节: “门徒约添

了 3 千人”); (4) 遵守主吩咐使徒的教导(42 节: “都恒心

遵守使徒的教训”); (5) 接纳进入交通团契(42 节: “彼此

交接”); (6) 掰饼记念主(42 节: “掰饼”); (7) 参与祷告与

其他召会的事奉(42 节: “祈祷”, 以祷告托住召会与信徒, 

意味着参与建立召会的事奉). 我们留意到“进入召会交

通”以前, 人必须先得救, 同时还要受浸、愿意加入召会, 

并遵守使徒的教训. 显然, 在接纳进入神家中的交通团
契方面(犹如进入圣所的门), 其条件或标准是高的(如圣

所的门强调的是“高度”), 不仅未重生得救的人不得被

接纳进入交通, 连不洁的人也不能; 人只有遵守主话语

所设立的样式(徒 2:41-42), 在教义和生活上洁净(借着

遵守圣言而得着洁净), 方能进入神家中的交通. 
17   圣经所教导的“神的拣选”(election)是关乎圣徒

的福气, 而非罪人的救恩. 有关上文错误的“拣选”观, 请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加尔文神学

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二 / ; 也请读者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B.1: 危险一: 它教导说基督只为被拣选之人而死). 

有人说: “我太坏了, 不配进去.” 罪人啊! 

那门不是为好人设的, 乃是给犯罪的人. 福音是

神给罪人的好消息, 神的救恩是要给失落的人. 

有罪的人, 请进来, 进入这扇为你敞开的门吧! 

你的罪就是你的通行证明, 神的救恩便是你受欢

迎的确据. 不要理会那嘲笑、轻浮的群众, 他们

要引诱你离开神指定的道路, 他们对你表示无人

能肯定得救的. 对一切从地上来的矛盾声音和所

有属人的诡辩, 都要充耳不闻, 只听从耶稣的声

音  —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必然得救”这话十分可靠, 不用怀疑. 成千上万

的人已经进入此门得救, 他们正在里面向你招手, 

请你也进去. 

 

差别只有一步. 刚才罪人还在门外, 细麻

帷子挡着他, 把他留在外面; 现在, 他已在里面, 

帷子四面环绕, 把他留在里面. 接受救恩不是一

个烦闷的过程; 不是一件长年累月的工作; 乃是

即时发生的果效, 就是发生在罪人认罪接受基督

的那一刻, 就是

他不再靠自己

的义行 (善行 )

去换取神的接

纳, 只靠基督进

入那福地. 对于

这样的人, 神已

保证拯救这罪人, 且是立刻拯救, 也永远拯救. 何

等奇妙的改变! 即是从死入生, 从黑暗进入光明, 

更从撒但归向神! 得救的人站在神恩宠的圈子

内, 不再是仇敌, 乃是儿子. 以前把他关在外面的

帷子, 现在把他关了进去, 他站在恩典中, 公义也

同时与他同站. 他看到帷子怎样挂在银杆子上, 

柱子又怎样立在铜插座里. 他学到神已公义地借

着基督的救赎救了他, 并把罪审判了.18 何等的

平安稳妥! 何其的安全满足! 罪人啊! 为何不现

在就进入这门? 明天恐怕太迟!19 

 

                                                           
18   基督的救赎借着“银杆子”(银象征救赎)显明, 神

对罪的审判借着“铜插座”(铜代表审判)表明.  
19   以上附录二摘自 约翰·理祁著, 姚光贤译, 《旷

野中的会幕》(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年), 第

13-22 页; 但有少许修饰书中译文, 另加注解.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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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身价十亿 的植物人 

—“F1 车王”舒马赫 
 

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  —  

著名的德国一级方程式(F1)赛车车手, 被公认为

现代最伟大的 F1 车手之一. 在他头 16 年的赛车

职业生涯中, 几乎刷新了每一项纪录. 总共赢得

7 次世界冠军. 看看这位被喻为“F1 车王”的数个

惊人记录:  

 

 世界冠军(年度车

手总冠军)次数: 7

次 ( 即 1994 、

1995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和 2004); 

 F1 大奖赛分站冠

军次数: 91 次 

 上 演 “ 帽 子 戏

法”(指在同一比

赛 同 时 获 得 杆

位、跑出单圈最快、夺得冠军)次数: 22 次 

 

舒马赫还有许多惊人记录可在互联网上

寻见. 简之, 舒马赫几乎打破了 F1 的所有记录. 

这令他的名字与法拉利、F1(一级方程式)赛车

联在一起, 一抹艳丽的法拉利红, 让无数车迷和

门外汉, 记住了赛车这项紧张刺激的运动! 赛车

场上空前绝伦的杰出表现也令舒马赫获奖无数, 

例如他荣获 “ 欧洲年度最佳运动员 ”(2001-

2003)、“世界体育大奖”(2001)、“世界年度最佳

运动员 ”(2002 、 2004) 、 “20 世纪最佳运动

员”(2004)、“终身特别成就奖”(2010)和“2010 年

度人物大奖”等等.     

 

现在让我们回顾“车王”的生平故事. 1969

年 1 月 3 日, 舒马赫出生于德国的许尔特(Hürth), 

父亲是个砖瓦匠. 舒马赫 4 岁时, 就对车产生浓

厚兴趣, 于是被父亲送去镇上的“卡丁车俱乐部” 

(Karting Club), 成了俱乐部里年龄最小的会员, 

并逐渐展现他过人的赛车天赋. 13 岁时, 舒马赫

获得了德国青少年卡丁赛冠军, 接下来的两年横

扫欧洲各大卡丁车赛的冠军. 他的杰出表现令许

多 F3 方程式赛车队纷纷向他递来橄榄枝.  

 

一名车手正式进入 F1 大赛之前, 需要经

过各种初阶比赛的激烈竞争和赛事磨炼, 才能跨

进世界级大赛的门槛. 1991 年, 舒马赫转到了英

国贝纳通(Benetton)车队, 接着开启了开挂模式, 

7 次登上 F1 世界冠军宝座. 在西班牙大奖赛, 舒

马赫夺得七个比赛中的六个冠军. 1995 年, 年仅

26 岁的舒马赫协助贝纳通车队夺得了世界冠军, 

并在同一年, 舒马赫迎娶了妻子科琳娜(Corinna), 

事业感情两得意. 

 

1996 年, 舒马赫加入了法拉利(Ferrari)车

队, 两年的薪水超过了 6,000 万美元. 从此, 开启

了令他成名世界的 10 年法拉利生涯. 他带领自

1983 年以来, 就没有得过世界冠军的法拉利车

队, 走向了称霸 F1 赛场的道路, 10 年里夺得 5

个世界冠军! 有者正确表示, “与其说法拉利成就

了舒马赫, 不如说车王(舒马赫)带活了法拉利!”   

 

2005 年, 车王舒马赫被评为全球第一个

身家过 10 亿美元的运动员! 他热衷于慈善. 2004

年末的印度洋海啸, 舒马赫捐出了 1,000 万美金. 

他也捐款给战乱地区的儿童医院, 为贫困地区的

儿童修建学校和宿舍. 他还担任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的大使, 捐了超过 150

万欧元的善款.  

 

2006 年, 舒马赫从法拉利车队退役, 不过

仍然身兼车队顾问一职. 退役后, 舒马赫带着妻

子孩子去过惬意的退休生活. 2007 年, 舒马赫耗

费巨资, 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买了一栋别墅, 除

了面朝湖水, 还给自己修了个地下车库和加油站.  

 

2009 年, 车王舒马赫重出江湖. 当年 11

月 3 日, “2009 年 ROC 世界车王争霸赛”国家杯

决赛拉开战幕, 最终由车王舒马赫和队友维特尔

(Sebastian Vettel)代表的德国队以 2 比 1 击败新

科 F1 世界冠军巴顿(Jenson Button)和英国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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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奥克斯(Andy Priaulx), 帮助德国车队战胜英

国勇夺冠军, 继 2007 年、2008 年后, 第三次夺

得“ROC 世界车王争霸赛”的国家杯冠军. 

 

在 2010 年初, 舒马赫正式宣布复出, 加盟

梅塞德斯(Mercedes)车队, 合同期为 3 年. 这是舒

马赫在短短一年之内第 2 次宣布复出, 又回到

F1 赛场. 不同的是, 他这次效力于梅赛德斯车队, 

但几个赛季的成绩都不够理想. 2012 年 10 月 4

日, 舒马赫再次宣布退役. 这一次, 车王舒马赫真

正地开始了退休生活, 为了给家人最好的生活, 

他买小岛、买飞机, 并陪儿女游山玩水, 和妻子

定期出去滑雪度假. 就在欢乐的度假中, 不幸的

意外发生了! 

 

2013 年 12 月 29 日, 舒马赫陪着小儿子

(Mick)在法国阿尔卑斯滑雪, 不幸滑出安全赛道, 

头部撞上了积雪下的岩石, 脑部严重受创, 陷入

昏迷. 从此, 车王舒马赫再也没有真正醒来. 一转

眼, 5 年过去了. 舒马赫的病情一直被他的家人

严格保密, 直到他的好友西班牙 F1 赛车手阿隆

索(Fernando Alonso)的一次探望. 据西班牙媒体

《戴雅里欧郭勒》(Diario Gol)报导, 阿隆索在

看望了舒马赫后表示, 车王的健康状况依旧毫无

好转, 他依然只能靠呼吸机存活, 体重降到不足

45 公斤, 身高从 1 米 74 下降到 1 米 60. 此前根

据德国媒体报导, 舒马赫的生命是靠着昂贵的医

疗科技维持. 他的妻子科琳娜为了能让丈夫苏醒, 

雇佣了一组由 15 人组成的医疗团队, 全天 24小

时的进行看护. 据《戴雅里欧郭勒》表示, 这个

医疗团队每周的费用就高达 10 万欧元. 

 

 事实上, 2014 年 6 月 13 日, 舒马赫经纪

人萨宾宣称舒马赫已正式脱离了生命危险, 已经

离开了重症监护室, 不过关于他何时能够苏醒康

复, 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2014 年 9 月, 舒马赫有

了短暂的轻微意识, 但医生说, 彻底的康复几乎

没有希望. 为了让丈夫接受更好的治疗, 科琳娜

把舒马赫带回了瑞士的家. 后续的治疗费用是庞

大的, 科琳娜不惜卖掉了私人飞机和挪威的度假

别墅. 据悉, 3 年多来, 舒马赫的治疗费用已经超

过 1,400 万美金. 可惜直到如今, 车王舒马赫仍

然没有完全苏醒过来. 

 说到这里, 我们不禁为车王舒马赫感到

难过, 也希望他早日苏醒与康复过来. 他的遭遇

不仅叫人深感同情, 也让人对生命有更深的省思. 

车王舒马赫被评为

全球第一个身家过

10 亿美元的运动员, 

可是现今作为“身价

十亿的植物人”, 这

一切钱财又有何意

义呢? 以往的辉煌成

就、所获取的名利财富, 在现今“植物人”的惨况

下显得黯淡无光. 这不禁令人想起主耶稣的话: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

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 16:26)   

 

 我们若因着意外而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约五年之久, 是何等悲痛的事; 但我们若因着

罪而落在地狱火湖永远受苦, 是更加悲惨的事! 

圣经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3:23), 而

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 6:23), 死后且有审判(希

伯来书 9:27), 就是在地狱火湖中永远受苦(启

20:12-15). 但感谢神, 祂愿意万人得救(提摩太前

书 2:4), 不愿一人沉沦(彼得后书 3:9), 所以差派

主耶稣基督为人的罪代死,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

罪受苦(有古卷作“受死”),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 3:18). 只要我

们“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因为神叫一切信主耶

稣的人,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亲爱的朋友,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一生

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

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

飞而去”(诗篇 90:10). 今生短暂, 但我们灵魂离

世后所要面对的却是永永远远! 只有两条道路  

—  永远与神同在的“永生”, 还是永远在火湖受

苦的“灭亡”. 亲爱的朋友, 你在何处度此永远?20 
 

                                                           
20   上文有关舒马赫的资料主要参考以下网址 :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448606 (舒马赫的唏嘘人

生); http://www.sohu.com/a/232904795_114977 (舒马赫

仅靠呼吸机存活 ); https://baike.baidu.com/item/ 迈克

尔·舒马赫/177779?fromtitle=舒马赫&fromid=237725 .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448606
http://www.sohu.com/a/232904795_11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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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德克森(Marvin Derksen) 

 

给父母的指南:  

如何帮助孩童信主得救 

  
(A) 幼小心灵的哭喊 

一对小小的

脚步, 逐渐走向父母

的睡房, 在门旁停了

下来. 年仅 5 岁的苏

茜(Susie)脸上含泪 , 

哭喊道: “妈妈, 我睡

不下. 我想要得救.” 

 

“我想要得救!” 每个基督徒父母都渴望

听到孩子说出这样的话, 渴望看到他们最终信

主得救而欢喜快乐. 不过, 向年纪幼小的孩子

讲述福音真理, 往往是最困难的事. 当孩子的

忧虑和心中的困扰持续下去, 没获得解决时, 

它将成为更大的挑战、更重的负担.  

 

我们常处在两难之间, 容易陷入两大危

险中的其中一种  —  即把救恩弄得比原来更

难, 或是弄得过于容易. 当然, 一个 5 岁的小孩

是无法完全明白一些圣经词汇的意思, 如“挽

回祭”(propitiation)或“称义”(justification)等, 但

这是否表示我们必须等到我们的小孩理解能

力完全发展和成熟过后, 才可以向他们讲述福

音吗? 当然不是! 感谢神, 我们的主耶稣自己

邀请, 说道: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

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可 10:14). 

很多神的子民年幼时就已信主得救, 且在日后

的生活中证明他们的认信是真实无伪的. 

 

 

(B) 值得赏识的先例 

 (The Precedents to Appreciate) 

 圣经虽没有很多幼童信靠主的例子, 但

神仍然赐下一些先例, 叫我们有迹可循. 首先

是摩西的例子. 他的妈妈约基别(Jochebed)只

有不多机会向他传讲属灵的真理. 当摩西还是

婴孩时, 她先是“因着信”, 把他藏起来, 不被法

老刀剑所杀. 无疑的, 她把神的真理和她们与

耶和华的关系深深地刻在摩西幼小的心版上. 

就在摩西幼童期的年

日(编译者注: 在神奇

妙安排下, 约基别被法

老女儿请去当摩西的

“奶妈”, 使约基别有机

会在摩西幼童时期教

导他关于神的事 , 出

2:7-10), 摩西被教导有

关“他的弟兄”是谁(参 

徒 7:23), 并与基督相连所带来的极大丰富和

至高福气(参 来 11:25-

26). 约基别的榜样提

醒我们 , 在救恩方面 , 

我们给孩子的影响力

是早在孩子真正信主

得救以前就开始了. 约

基别祷告求神保守她的孩子脱离那世代的邪

恶影响, 并以神话语的永恒真理充满孩子幼小

的心灵与心思, 这实在是我们美好的榜样.  

 

 哈拿是另一个美好例子, 她的属灵操练

深深影响“小撒母耳”. 她求神赐她一个孩子, 

结果蒙神应允. 不过, 她祷告的负担并非纯粹

是生一个孩子, 得以除去她不育的羞耻. 她晓

得以色列民在

灵性方面破产

了 , 急需拯救 , 

所以她渴望神

为自己的荣耀

兴起一人, 拯救

祂的百姓(请听

哈拿的祷告, “祂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高举受

膏者的角”, 撒上 2:9-10). 我们是否有为自己的

孩子祷告, 求神拯救他们, 然后使用他们扩展

神国的事工吗? 我们可能没有为这方面全心全

意的祷告, 求主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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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的经历肯定是新约中美好的例

子之一. 虽然他借着保罗的传道而信主得救, 

但他的母亲(友尼基)和外祖母(罗以)早在他年

幼时, 就用神的话语充满他的心(参 提后 1:5); 

如保罗所写的: “你

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

圣经能使你因信基

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

慧”(提后 3:15). 神的

道犹如蕴含生命的

种子, 在圣灵动工拯

救灵魂的事上极其重要. 因此, 父母对儿女救

恩方面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透过圣经的话语和

父母本身的榜样, 把神的道传授给他们. 他们

眼见耳听的事实与经历, 会给他们幼小生命留

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和影响. 

 

 

(C) 必须避开的陷阱 

 (The Pitfalls to Avoid) 

 现在苏茜在门口哭, 我们该做什么? 尽

管我们渴望见到她信主得救, 但有些陷阱是我

们应当避开的. 让我建议其中几样: 

 

(C.1) 立刻说服他们信主 (Talk Them In) 

 动机良善的父母有时想要代替圣灵, 做

圣灵的工作. 我们谨慎地解释有关圣经的真理, 

如罪、审判、十架的工

作, 并说明救主邀请人信

靠祂. 苏茜点头, 表示她

明白我们所说的. 但她有

所迟疑, 可见还有一些障

碍. 我们再次解释同样的

东西, 这次苏茜说: “妈妈, 

我相信, 但我还未得救!” 

经过第三次、第四次, 我

们开始慌张, 开始有挫折

感. 最后, 经过疲惫的数小时, 我们总算松了一

口气, 因为听到孩子说: “我得救了.” 即使到此

地步, 值得怀疑的问题浮现心中: “孩子是信我, 

还是信神(主耶稣)?” 

(C.2) 利用情绪攻击吓唬 (Emotional Assault) 

 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这点我们不用多

说. 有些孩子生性胆怯, 容易害怕, 另一些则精

明果敢. 外在的环境和情绪容易影响年幼的孩

童, 所以向孩童讲救恩时, 情绪可以是一个危

险地带. 他们有时候看似“被卡住了”, 数日甚

至数个星期过去后, 他们的心思仍然不安, 饱

受困扰. 我们因此倾向于采取一些较为激烈的

措施. 为了帮助孩子得救, 有些父母尝试吓唬

他们的孩子, 失衡地强调和专注在主的再来或

死亡的真实. “吓唬孩子进入神的国”, 这方法

短期内看似一种适当方式, 但长远来看却不然. 

很多时候, 我们要伤心地目睹所爱的孩子最终

离弃基督信仰, 原因是他们年幼时并非真正信

主得救.  

 

(C.3) 延迟时间不谈福音 (Time Delay) 

 所谓的“幼小”是指几岁? 多小才算是

“幼小”? 圣经对此静默不语, 证明神并不以年

龄来限制人得救, 所以不要延迟不谈福音. 尽

管如此, 我深信若要一个孩子明白和领悟救恩

是属于个人性的拯救, 那么他要在某程度上, 

理解和承认自己的罪孽与失丧. 一个 4 或 5 岁

的孩子想要得救时, 我们难以断定他是否真正

领悟自己的罪孽和失丧光景. 一个比较容易的

解决方法是简单地解释得救之法, 然后告诉他

们“去思想它”, 几年之后, 他们可能对这方面

有更清楚的认识后, 就会信主得救了. 我们并

不否认, 孩子当时可能真的明白救恩之路, 但

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最安全的做法是: 认清他

们的问题, 以真诚与明确的方法关怀他们, 并

适当地解释神的拯救之法, 然后让“对话的门”

继续敞开(让以后继续有机会谈论救恩, 或让

圣灵自己动工, 带领他们信主得救, 编译者按).    

 

 

(D) 必须应用的原则 

 (The Principles to Apply) 

 尽管指引人信主得救是没有固定的方

程式, 或根据 ABC 步骤的程序, 但我们仍然有

些圣经原则可以应用. 以下建议可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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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温和 (Be Gentle): 温和是可贵的品德 . 

“主的仆人不可争竞, 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

人”(提后 2:24). 我们是在处理宝贵的灵魂, 

关乎他们的永恒, 所以务必温和, 不可粗鲁.  

 

2) 要停下来聆听(Stop to Listen): 很多时候, 

我们只忙于解释救恩之法, 忽略了基本的

关注或信念的问题 . 

事实上, 发一些对症

下药的问题可帮助

我们知道真正的问

题所在. 一些孩童非

常关注主的再来, 却

没领悟到本身的罪

需先解决. 另一些孩童可能还怀疑圣经是

否真实可靠, 一些则对信主方面还有困难

等等. 总之, 要找出问题的症结, 对症下药. 

 

3) 要 检 查 他 们 是 否 理 解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当你和孩子说话时, 问几

个问题来检查他们是否理解你所讲解的真

理. 有时候, 要求他们解释一下你所用的圣

经例证; 例如, 你若引述逾越节和羔羊的血, 

你可叫他们用这故事来解说为何以色列的

长子在审判中得着保护, 这会帮助他们有

所领悟. 有些时候, 他们本身在讲解时就自

己开窍了, “看出”救赎的真理. 千万不要告

诉孩子他们得救是因为你如此告诉他们

(不要让他们把信心建立在人身上, 编译者

按). 如果他们问: “我得救了吗?” 你要反问

他们: “神在圣经中怎样说?”或“圣经告诉

我们什么?”(可以叫他们读一些有关信主得

救的经文, 例如约翰福音 3:16, 然后问他们: 

“神说什么? 叫一切信祂的人怎么样?”) 

  

4) 要祷告求神引导(Pray for Guidance): 相信

每个为主赢取灵魂的人都曾在领人归主过

程中感到无助(证明人的能力何其有限). 领

人归主是一项“属灵的工作”, 需要圣灵亲

自光照, 使人知罪(约 16:8). 尽管我们尽了

全力, 人心仍被黑暗笼罩, 我们只好求神赐

智慧说合适的话, 求神施展大能施行拯救. 

 

5) 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Wait Patiently for 

God’s Time): 尝试匆忙催逼孩子信主, 只

有带来悲剧. 神拯救的时间是“现在”, 但不

是每个孩子在第一次会谈后就信主得救. 

仿佛项链上的环节(指一些人得救或许需

要经过几个环节), 我们应该努力集中于讲

明救恩的真理, 然后让神的圣灵自己动工, 

做祂的工作. 很多主日学教师已把福音的

种子种在孩童心田里, 过了数年才结出果

子. 不要向孩子施压, 催促他们承认信主. 

这是隐约的危险, 因为孩童可能要讨父母

欢喜, 就在表面上遵照指示去做, 但他们其

实还未真诚信主得救.  

 

6) 不要急于宣传(Don’t Rush to Publicize): 

看到孩子承认信主后, 欢喜快乐的父母有

可能冲向电脑, 并电邮每一个认识的人, 与

他们分享自己孩子信主得救的好消息. 虽

然我们喜欢与人分享自己的喜悦, 但有时

候我们这样做

反而害了自己

的孩子 , 因我

们间接逼使他

必须向人表明

自己已信主得

救 , 纵然他还

未准备好. 假冒的认信因此持续下去(以致

他日后以为自己已经得救, 或不敢面对自

己还未得救的事实). 要等一等, 让孩子自

己欢喜并有信心地与人分享得救的经历. 

 

 

(E) 必须接受的人物  

(The Person to Accept) 

 我们最终的目的和心愿, 是向我们的孩

子展现主耶稣的荣美和丰足. 很多孩童完全被

“相信”一词耗尽, 全神贯注在“什么是相信”, 

但他们最后惊讶地领悟到, 救恩其实是完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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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基督和祂的工作上. 故此, 我们有时需要

避开“论到相信的经文”, 而把他们的焦点转移

到基督为我们代罪与赎罪的工作.  

 

(E.1) 罪的解决方法 

(The Remedy for Sin) 

 孩童通常被以下的逻辑推理“卡住”, 例

如“我需要得救, 因为我会下地狱”, 以及“我会

下地狱, 因为我还未得救”. 他们看不清核心问

题乃是罪! 我发现问孩童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会

有帮助: “如果你的罪得

到赦免, 你可以上天堂

吗?” 或者 “如果你的罪

得到赦免 , 你会得救

吗?” 这类问题当中全

无提到“相信”一词, 但

它们把焦点对准我们得

救所需的根本问题. 如

果孩童明白整个问题出在他或她的罪, 那么你

就可以把他们带到 彼前 2:24; 彼前 3:18; 来

9:26; 林前 15:3-4; 罗 5:6-8 等等;21 以及很多其

他有关基督“除罪”的工作(注: 可以翻到这些

经文, 然后读给他们听). 经文如 约 19:30 关乎

“基督完成救恩之工”的真理, 清楚告诉他们一

个事实, 那就是他们不再需要做什么, 同时 弗

2:8-9 会教导他们有关人的工作和努力不被神

所悦纳. 出埃及记 12 章记述逾越节的故事贴

切地说明基督宝血的价值和必需, 而 约壹 1:7-

9 则述说基督宝血可完全洗净人的罪. 

                                                           
21   彼前 2:24: “祂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
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祂受的

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彼前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
罪受苦(有古卷: 受死),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

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祂被治死; 按着灵性说, 祂复

活了”; 来 9:26: “如果这样, 祂从创世以来, 就必多次受

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
罪”; 林前 15:3-4: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

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罗 5:6-8: “因我们还软弱

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 是少

有的; 为仁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
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E.2) 圣经的可靠性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criptures) 

 信心无法独自站立, 总要有个相信的对

象(object, 指“相信谁”或“相信什么”). 论到救

恩, 我们的信心必须完全和唯独安息在(指安

心信靠)基督和祂在十架所成就的工作. 然而, 

很多孩童遇到的困难是他们缺乏“看见”的真

实感. 我怎能相信一个我看不见的人物呢? 就

在这紧要的时刻,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明白一件

事: 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位救主耶

稣和祂所成就的一切. 要相信祂就要相信祂的

话(指神的话  —  圣经). 这两者是无法分割的, 

彼此相连.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

基督的话来的”(罗 10:17).   

 

(E.3) 救恩带来的安息 (The Rest that Comes 

with Salvation) 

 年幼的心灵可能无法彻底了解救恩的

丰富, 不过用几句简单的话来鼓励和指导刚信

主的孩童, 却有极大价值. 告诉他或她认识基

督所带来的浩大福气, 以及永生的保障. 孩童

倾向于用感觉去“感受”事物, 所以可能因信主

而狂欢喜乐 . 我们

要强调 , 神对主耶

稣在十架所完成的

工作感到完全满足, 

帮助他们看到既然

神已满足 , 我们也

该满足 . 在接下来

的日子 , 抽出时间

与他们一同祷告 , 

并鼓励他们自己祷告. 我们所拥有的不仅是罪

的解决方法, 更借着神的儿子主耶稣与神建立

永远的关系. 我们要以祷告和关怀来培育这宝

贵关系, 好叫作为父母的我们, 可享有“知道自

己的孩子走在真理中”的莫大喜乐.22 

                                                           
22   上文编译自  Marvin Derksen 所写的文章 

“Parenting Issues: Dealing with the Young in Salvation”,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 Truth & Tidings Inc., 2010), 第 85-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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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最后的晚餐”有谁出席? 达芬奇(另译
“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所画的“最
后的晚餐”是否正确? 

 

解答:   我们把上述问题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a)

解答谁出席最后的晚餐, 第二部分(b)探讨出席

者的坐姿和排列法, 以比较达文奇画中的情景. 

 

(a) 最后的晚餐有谁出席? 

圣经记载主耶稣与祂的十二使徒同吃逾

越节的筵席(太 26:17-25; 可 14:12-21; 路 22:7-18; 

约 13:1-30), 筵席过后, 祂亲自设立了所谓“主的

晚餐”(The Lord’s Supper; 太 26:26-30; 可 14:22-

26; 路 22:19-39). 主耶稣有许多门徒, 例如 路

10:1,7 记载主耶稣曾差遣 70 个门徒出去传道, 

但与祂常在一起生活的共有十二位, 俗称“十二

门徒”, 或称“十二使徒”. 马太、马可、路加三本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皆有记载这十二使徒的名字, 

让我们先看看这四份名单(注: 有怀疑或反对圣

经的人说这四份名单的名字有些不同, 表示圣经

彼此矛盾, 但其实不然, 请参以下解释):  

 

(一) 第一份名单 (马太福音 10:2-4) 

2 节: 这十二使徒的名: 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 

还有他兄弟安得烈,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

雅各的兄弟约翰, 

3 节: 腓力和巴多罗买, 多马和税吏马太, 亚勒腓

的儿子雅各, 和达太, 

4 节: 奋锐党的西门, 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二) 第二份名单 (马可福音 3:16-19) 

16 节: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17 节: 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个两人起名叫半尼其, 就是雷子的意思), 

18 节: 又有安得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

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 并奋锐

党的西门; 

19 节: 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三) 第三份名单 (路加福音 6:14-16) 

14 节: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

得), 还有他兄弟安得烈, 又有雅各和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  

15 节: 马太和多马, 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

的西门,  

16 节: 雅各的儿子(或作: 兄弟)犹大, 和卖主的加

略人犹大. 

 

(四) 第四份名单 (使徒行传 1:13,26) 

13 节: 进了城,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

彼得、约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

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

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或作: 

兄弟)犹大.  

26 节: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 摇出马提亚来; 他就

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我们把这四份名单顺序垂直地排列在下

表, 方便简介和分析(包括解释十二门徒或使徒

名字的意思和他们的背景). 这也有助我们更容

易比较彼此间的不同(共分三组, 每组四人):  

 

 马太福音 

10:2-4 

马可福音 

3:16-19 

路加福音 

6:14-16 

使徒行传 

1:13,26 

第一组 
 

1 
彼得 

Peter 

西门 

Simon 

西门 

Simon 

彼得 

Peter 

 彼得在希腊文( Petros )意即“石头” 

 他又名西门, 意即“听见” 

 也被称为矶法(Cephas), 此亚兰文字意即“石头” 

 彼得是渔夫(路 5:8-10); 已婚(可 1:30-31) 

 

2 
安得烈 

Andrew 

安得烈 

Andrew 

安得烈 

Andrew 

安得烈 

Andrew 

 安得烈意即“勇士” 

 他是彼得的弟弟(约 1:40-41)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领彼得跟从主(约 1:35-40) 

 

3 
雅各 

James 

雅各 

James 

雅各 

James 

雅各 

James 

 雅各意即“抓住” 

 他是约翰的哥哥, 西庇太的儿子, 母亲是撒罗米

(Salome), 与约翰同被称为“半尼其”( = 雷子)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被希律所杀(徒 12:1), 是

第一位殉道的使徒(注: 学者称之为“大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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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翰 

John 

约翰 

John 

约翰 

John 

约翰 

John 

 约翰意即“耶和华有恩惠” 

 他是雅各的弟弟, 西庇太的儿子, 与约翰同被主

耶稣称为“半尼其”( = 雷子) 

 本是渔夫, 但被主重用为文书, 写了新约五卷书

(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 

第二组 
 

5 
腓力 

Phillip 

腓力 

Phillip 

腓力 

Phillip 

腓力 

Phillip 

 腓力意即“爱马之人” 

 他是加利利的伯赛大人(约 1:44)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曾叫主耶稣将父神显给他们看(约 14:8) 

 

6 
巴多罗买 
Bartholomew 

巴多罗买 
Bartholomew 

巴多罗买 
Bartholomew 

巴多罗买 
Bartholomew 

 巴多罗买在亚兰文意即“多罗买之子”(巴 = 子) 

 他的别名是拿但业 (约 1:45) 

 首称主耶稣为“神的儿子、以色列的君王”(约 1:49) 

 

7 
多马 

Thomas 

多马 

Thomas 

多马 

Thomas 

多马 

Thomas 

 多马在亚兰文意即“双胞胎” 

 他也被称为低土马(Didymus, 约 11:16) 

 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时他不在场(约 20:24-25) 

 

8 
马太 

Matthew 

马太 

Matthew 

马太 

Matthew 

马太 

Matthew 

 马太意即“耶和华的恩赐” 

 他又名利未(Levi, 路 5:27), 意即“联合” 

 是亚勒腓的儿子(可 2:14) 

 是税吏(路 5:27; 太 9:9), 是文书, 写了马太福音 

第三组 
 

9 
雅各 

James 

雅各 

James 

雅各 

James 

雅各 

James 

 雅各意即“抓住” 

 他是亚勒腓的儿子, 马太(又名利未)的兄弟 

 圣经学者称之为“小雅各”, 来区分其他雅各 

 

10 
达太 

Thaddaeus 

达太 

Thaddaeus 

犹大 

Judah 

犹大 

Judah 

 达太意即“怀中之子” 

 又名犹大(意即“赞美”) 

 亚勒腓的儿子, 亦是“小雅各”的兄弟(可 3:18) 

 

11 
西门 

Simon 

西门 

Simon 

西门 

Simon 

西门 

Simon 

 西门意即“听见” 

 一些解经家指他是奋锐党员23 

                                                           
23   注: 可 3:18 在《和合本》译作“奋锐党的西门”, 

但英文圣经如 KJV、NKJV 和 YLT 则译作 Simon the 

 他被称为 “奋锐党的西门 ”(KJV: Simon the 

Zealot, 路 6:15; 徒 1:13)  

12 犹大 

Judah 

犹大 

Judah 

犹大 

Judah 

没提犹大 

因他已死 

 犹大意即“赞美” 

 常被称为“加略人犹大”, 来区分亚勒腓的儿子

犹大, 即“小雅各”的兄弟(又名达太) 

 他是财政(“带着钱囊”, 约 12:6; 13:29)  

 不是真信徒(主称他为“灭亡之子”, 约 17:12), 他

“为了 30 块钱出卖主”证实了这点(太 27:3) 

 论到十二门徒, 主耶稣向父祷告说: “我与他们

同在的时候, 因祢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 没有

一个灭亡的”(约 17:12). 这表示除了犹大以外, 

十一门徒都是真信徒. 

 

 洪鼎翀正确指出, 根据马太、马可、路

加三本福音书及使徒行传所排列的次序, 上述三

组的组长次序不变, 组员的先后次序却因需要和

时间而有所改变. 三组的组长是: (1) 西门彼得

(第一组); (2) 腓力(第二组); (3) 亚勒腓之子雅各

(第三组). 此外, 我们也留意到以上十二使徒中, 

有两个名叫“西门”, 两个称为“雅各”, 另外两个

同名为“犹大”.24 使徒行传的十二使徒名单没有

记载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徒 1:13); 因他上吊自

杀了, 其位由马提亚(Matthias)代替 [注: 马提亚

一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两次(徒 1:23,26), 所以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 按神真正的心意, 替补犹大

的应该是使徒保罗, 林前 15:9-10].    

 

 回到我们首个问题, 最后的晚餐有谁出

席? 答案是主耶稣和祂的十二使徒, “时候到了

(指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到了), 耶稣坐席, 使徒
也和他同坐”(路 22:14); “使徒”在原文是复数, 应

译作“使徒们”, 并且根据许多希腊文手抄卷, 其

原文是“十二使徒”.25 再者, “使徒”一字原文是 

                                                                                               
Canaanite (意谓“迦南人西门”); 因为希腊文 Zêlôtês (奋

锐)也就是希伯来文的“迦南人”. 
24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一集》(柔佛新

山: 人人书楼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 第 131-134 页. 
25   正因此故 , 一些英文圣经如 KJV、NKJV、

Young (杨氏译本)、Darby (达秘译本)都译作“twelve 

apostles”(直译为“十二使徒们”). 中文圣经《当代圣

经》(英文名为 The Living Bible)译作“十二个门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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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stolos {G:652}, 特指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

个门徒(太 10:2: “这十二使徒的名, 头一个叫西

门…”). 换言之, 即使原文在此没有声明“十二”

使徒, 我们单凭“使徒”一字就可知道 路 22:14 所

指的“使徒们”是上文所谓的十二门徒.  

 

尽管如此, 一些圣经教师或学者指出: 加

略人犹大虽有出席逾越节的筵席, 但他并没出席

主的晚餐, 因为他在主耶稣设立晚餐前已经离席. 

按约翰福音的记载, 主耶稣蘸一点饼给犹大后, 

“犹大受了那点饼, 立刻就出去”(约 13:26,30). 根

据马太和马可福音的记载, 主是在指出犹大是出

卖祂的人, 或蘸一点饼给犹大过后, 才设立主的

晚餐(比较 太 26:25-26; 可 14:20-22). 既然犹大

受了饼“立刻就出去”, 所以较后主设立晚餐时, 

他应该不在场了.  

 

然而, 路 22:21 记载主设立晚餐后, 说: 

“看哪! 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这

又怎么解释? 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指出, 

“当主耶稣说‘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

上’时, 这句话的形态(form)不需要犹大在场.26 

这句话是表明犹大在逾越节筵席上很靠近主. 马

太和马可福音把这句话放在设立主的晚餐之前, 

而非之后, 他们在次序上可能是对的. 路加把它

放在之后, 为要将此事联于门徒之间的争论(争

论谁为大, 路 22:24), 借此突出主耶稣这‘完美的

人’与祂那些‘非常不完美的跟从者’之间的鲜明

对比.”27 根据 约 13:26-30, 克劳福德认为“犹大

在领受主递给他的饼之后, 就立刻出去, 所以当

主耶稣拿起饼祝谢, 擘开递给门徒时, 犹大并不

在场.” 这也表示只有主耶稣和十一使徒出席主

的晚餐. 

                                                                                               
“门徒”在原文是 apostolos , 正确译作“使徒”, 几乎所有

中英文译本都把 apostolos 译作“使徒”而非“门徒”). 
26   这句话在希腊原文没有表明此事(指犹大的手

与主耶稣一同在桌上)正发生在主耶稣说此话的时刻. 

KJV: “But, behold, the hand of him that betrayeth me is 

with me on the table.” 注: 英文 is 字在译本中是斜体字, 

表明原文没有这字的意思, 是译者为读通顺而加上去的.  
27   Norman Crawford, “Luke”,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7),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9), 第 353, 351 页. 

(b) 达芬奇所画的“最后的晚餐”是否正确? 

意大利的画家达芬奇(或译“达·芬奇、达

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28在 1498

年画了一幅举世名画, 题为“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 被喻为世界十二幅名画之一. 在这

幅画中, 主耶稣是在中间, 门徒分别坐在祂的两

旁, 六个在左, 六个在右.  

 

 

 

 

 

 

 

 

“最后的晚餐”画中的人物名字如下: 

 

事实上, 达芬奇在这幅画中所描绘的与

主耶稣和使徒当晚的坐姿和座席次序皆有极大

出入. 犹太文化专家丘恩处指出, 按照犹太人逾

越节筵席的习俗, 达文奇这幅画最少有三大错误: 

 

1) 错误的桌子: 主耶稣时代犹太人在逾越节筵

席所用的是“ㄩ”字形的矮枱29(或转过来看是

“ㄇ”型的矮桌), 而不是画中的长高餐桌; [注: 

“ㄇ”型的缺口是方便佣人或幼辈前来为主人

或长辈补充桌上食物]  
 

2) 错误的姿势 : 主耶稣时

代的犹太人享用逾越节

筵席时, 是以“半躺卧的

                                                           
28   达芬奇(或译“达·芬奇、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

家、建筑师和工程师, 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均有创造性见

解和成就, 代表作有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

下圣母》及肖像画《蒙娜·丽莎》等, 著有《绘画论》. 
29   “枱”是由一个平面和支架组成, 用来放物件的

傢私(桌子), 如饭枱(吃饭之用)、书枱(读书之用). 丘恩

处用“枱”一字, 但本文改为本地人较易明白的“矮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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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位“主” = 主耶稣(坐在“主人座”的席位) 

席位 1 = 约翰(坐在“最尊贵客人”的席位) 

席位 2 = 犹大(坐在“第二尊贵客人”的席位) 

席位 12 = 彼得(坐在最卑微者的席位) 

 
此图半躺卧的姿势是对

的, 但桌子应该是ㄇ型 

 
犹太人半躺卧的用餐 

姿势”, 横卧沿枱(矮桌)外边的褥垫上, 头向

桌边, 以左手托腮, 右手取食, 而不像画中那

样坐在椅子上用餐.30  
 

3) 错误的座席次序: 画

中主耶稣和众门徒

座位的安排, 不单不

合习俗, 也显然与福

音书所记载的不符. 

让我们了解一下当

晚的座席次序(清楚示意图的 13 个位席). 

 

以上图“ㄇ”型的矮桌(矮枱)来看, 按照习

例, 主人(或家长)是坐在“ㄇ”型矮桌左翼的第二

席位; 最尊贵的客人(或受宠的家人)坐在主人座

的右边, 第二尊贵者则坐在主人座左边, 其余的

人顺时针、由尊至卑依序排列下去, 直到“ㄇ” 

型矮桌右边的最后一个席位. 因此, 我们肯定主

耶稣是坐在“ㄇ”型矮桌左翼的第二席位(即主人

座). 丘恩处写道: “约翰则坐在最尊贵的右边第

一位, 所以他用左手托腮而能‘就势靠着耶稣的

胸膛’(约 13:25). 犹大必然是坐在耶稣的左边, 因

此他能同耶稣 ‘蘸手在盘子里 ’(太 26:23; 可

14:20).” 至于彼得, 丘恩处认为他的座位是在席

位 12, 即最后也最卑微的席位.31  

                                                           
30   洪鼎翀写道: “桌子的三边围放着沙发型的躺椅, 

倾斜 10 度, 主人和宾客可以用左手托着头斜躺着, 一边

谈天, 一边以右手取食物, 悠哉游哉慢慢地享受美食. 这

样的斜躺进食方式, 据说可以让胃部不必承受太大的压

力, 就算太饱还可以再多装下一些…” 洪鼎翀著, 《圣

经中的矛盾: 第二集》(柔佛新山: 人人书楼出版有限公

司, 2010 年), 第 285-287 页. 
31   丘恩处著,  《犹太文化传统与圣经》(纽约: 纽

约神学教育中心, 2000 年二版), 第 315, 318-319 页; 也

附录:   “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洪鼎翀在《圣经中的矛盾》(第二集 , 第

285-286 页)中叙述主耶稣和众门徒过逾越节, 而当

晚筵席的情景如下(编者对其文稍加修饰):  
 

1) 主耶稣和祂的众门徒半躺着, 边谈边吃. 

2) 主耶稣说有人要出卖祂. 约翰顺势挨近主耶稣

的胸膛, 问祂说: “主啊, 是谁呢?”(约 13:25; 也

请参阅 可 14:20).   

3) 门徒就甚忧愁, 一个一个的问他说: “主, 是我

吗?”(太 26:22). 

4) 主耶稣说: “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 就是他要卖

我”(请参阅 太 26:23; 可 14:20);  

注: 在筵席上, “主人座”面前会有一碟酱, 用来

蘸饼吃的. 按座位距离和礼貌而言, 只有主人
两旁的人能蘸同一碟酱. 换言之, 出卖主的犹

大肯定是坐在主耶稣左边或右边的席位. 

5) 主耶稣恐怕他们不明白, 又继续说: “我蘸一点

饼给谁, 就是谁.”(约 13:26; 也请参阅 路 22:21). 

6) 耶稣就蘸了一点饼, 递给加略人犹大(约 13:26), 

犹大吃完这饼后, 就立刻出去(约 13:30).  
 

洪鼎翀指出, 主人席两旁是“上宾席”(guests 

of honor). 当晚, 约翰和犹大都是主耶稣的座上嘉

宾(honored guest). 约翰是在主耶稣的右边, 因为当

众人问是谁要出卖祂时, 约翰的头挨近主耶稣的胸

膛(约 13:25; 注: 以左倾躺卧的姿势判断, 约翰是在

主耶稣右边才容易做到这

点). 另一方面, 犹大则在主

耶稣左边 , 是主耶稣另一

位座上贵宾 . 当他伸手往

盘里拿饼时 , 主耶稣蘸了

饼, 递给他. 换句话说, 整

晚主耶稣的头部是最靠近

犹大, 祂是想挽回犹大的心意, 给他最后一个悔改

的机会! 此外, 彼得是坐在另一边的尾端, 最靠近

大门, 可见他当晚是为每一个进门的门徒洗脚, 并

服事他们穿上宴会的礼服. 从他的座位, 对厅内所

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 没有一位的动作可以逃得出

他的视线. 故此, 当主说有人要出卖祂时, 彼得就指

示对面的约翰问主耶稣是谁要买祂(约 13:23-25). 

                                                                                               
参考许慕琴所写的文章“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载于 www.cctrcus.org/Communication/Volumn12/Vol12-

P10.htm . 

http://www.cctrcus.org/Communication/Volumn12/Vol12-P10.htm
http://www.cctrcus.org/Communication/Volumn12/Vol12-P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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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埃里克·帕门特尔(Eric Parmenter) 

 

  耶利米: 
  他的控诉、 

  怀疑和身旁的朋友 
 
(A) 耶利米的控诉 (耶 20:7-18) 

普遍遭人拒绝和被人憎恨令耶利米崩溃. 

他在愤怒中转向神. 被自己同乡排斥在社会和圣

殿之外, 是压倒先知耶利米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

控诉神以“虚伪的借口”立他为先知, 但现在情况

糟透极了. 先知耶利米在控诉中把心中一切情

绪、思想和意志表露无遗. 他追溯其事奉至神那

满有权威的呼召. 他忠于这呼召, 大声向百姓呼

喊神给他的信息: “有强暴和毁灭”! (耶 20:8; 也

参 耶 6:7). 他因如此行而不断被人嘲笑, 受人凌

辱. 他每天发现自己传的信息成了讥讽的话题.     

 

他在心里议

论说, 他最好不要再

提耶和华了. 可是他

“心里觉得似乎有烧

着的火”, 闭塞在他

骨中, 他就含忍不住

要传讲神的信息. 耶

利米心中燃起熊熊火焰, 不能不传神的话语; 他

必须忍心看着所有熟悉的朋友逐一地背弃他.  

 

然而, 念头一转, 先知耶利米向耶和华发

出赞美歌声, 大声说道: “耶和华与我同在”(耶

20:11). 这是何其丰足的补偿啊! 虽被亲友排斥

与隔离, 他却与那位大能、可畏、公正和公义的

神同在. 想到这点, 他的心灵升到赞美顶点: “你

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赞美耶和华”(耶20:13). 

 

可惜接下来, 失望的哀号却与他赞美的

歌声成了鲜明的对比. 突来的忧郁笼罩他的心, 

他进入了绝望的可怕黑暗, 陷入情绪低落的谷底, 

开口咒诅他的出生. 神的仆人并不免于忧郁和绝

望的考验, 特别是当他们难以明白神给他们的道

路, 就如约伯的情况一样; 或当神要他传的信息

被人嘲笑和拒绝, 就如耶利米的情况一样. 

 

当先知耶利米注视

自己, 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时, 上述愁云便笼罩他的心

灵; 那一刻, 他的眼目转离

耶和华, 他柔嫩的心被哀痛

悲苦所压迫, 仿佛整个天塌

了下来! 就这样, 他被绝望

的试探胜过了. 然而, 一切

并非就此结束  —  经过考

验后, 他最终对神的信靠比

任何绝望更强了. 

 

 

(B) 耶利米的怀疑 (耶 32:6-19, 25-27, 36-44) 

由于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城将被毁灭, 

所以他被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子内. 就在此刻, 他

对神话语的信心受到实际的考验. 耶利米叔叔沙

龙的儿子哈拿篾来见他, 叫他在亚拿突买一块地. 

神已将此事预先告诉耶利米, 要他买下这块地. 

当哈拿篾来到, 并建议此事时, 耶利米“就知道这

是耶和华的话”(耶 32:8). 所以他们弄好购买的

契约, 在证人见证下进行交易签署, 然后把两张

契约放在瓦器里. 神已说了: “将来在这地必有人

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耶 32:15).   

 

遵从神的话语和指示去做之后, 耶利米

反思这件按逻辑常理来看是愚蠢至极的交易. 巴

比伦大军已在城外准备攻城(神也预言耶路撒冷

城将被攻陷沦落, 这意味着城内的土地不再值钱

了, 编译者按). 哈拿篾是否因这缘故而急于售卖

土地? 耶利米的心思开始充满怀疑; 他是否做了

一件愚蠢的投资? 耶利米过后做了一件所有基

督徒在面对怀疑时所该做的事  —  祷告! 他“便

祷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啊…’ ”(耶 32:16-17).  

 

他的祷告实际上是求问神是否会让犹太

人重得此地的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他把难题

带到神面前, 并回想神以往的大能作为, 便说道: 

“在祢没有难成的事”(耶 32:17). 他在祷告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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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从地坑牢狱 

的淤泥中被救上来 

神的信实、百姓的失败、敌人的恶意、城被攻

占的可怕. 他的困惑满溢, 说: “主耶和华啊, 祢对

我说: 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 接着他惊叫道: 

“其实这城已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了”(耶 32:25).  

 

主耶和华对困惑先知的答复是神给所有

怀疑者的经典答案: “我是耶和华, 是凡有血气者

的神, 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因为我必使被掳的

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2:27,44). 在毫不

隐瞒的真诚下, 耶利米把困难和疑惑带到神面前. 

唯有神能平复忧虑苦恼的心灵, 解答我们心中的

疑问, 并解决我们的疑惑. 史克文(Joseph Scriven)

贴切写道: “多少平安每常坐失, 多少痛苦空枉受, 

皆因未曾携我万事, 来到救主座前求.”32 

  

  

(C) 耶利米身旁的朋友 (耶 36:1-8; 38:7-16) 

 耶利米面对艰巨苦难, 每一日都痛苦难

捱. 但神赐给祂的仆人一个忠诚的朋友, 一个他

可以信任的知己. 神吩咐耶利米说: “你取一书卷, 

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 并各国的一切话, 

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 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

到今日, 都写在其上”(耶

36:2). 神希望犹大国的子

民因听见神要降与他们的

一切灾祸而悔改回头, 转

离恶道, 使神可以赦免他

们的罪孽和过犯. 耶利米

请他的朋友巴录来, “巴录

就从耶利米口中, 将耶和

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

写在书卷上”(耶 36:4).  

 

 由于耶利米被拘管, 不能进耶和华的殿, 

所以他请巴录去到耶和华殿中, 将耶和华的话

(就是他从耶利米所领受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

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 希望他们因此悔改, 回

                                                           
32   摘自《万民颂扬》第 458 首 — “何等恩友慈爱

耶稣”; 其歌名也被译作“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或“耶稣恩

友”. 请读者上《家信》网站参阅此诗歌那感人肺腑的

写作背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歌

简介 1-何等恩友慈爱耶稣/ . 

转归向神(耶 36:6-7).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有

忠心”(林前 4:2), 而巴录就是这样忠心的人. 他

忠于耶利米的托付, 忠心执行他的吩咐. 他去到

圣殿, 将神的话念给百姓听, 过后, 在他们的要求

下, 他又去到众首领那里, 把神的话念给他们听, 

使神的话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关于耶利米的事

奉, 其中一个可悲的特征, 

就是他的动机完全被听

众误解 . 他的信息“投降

或死亡”33是百姓所厌恶

的, 以致耶路撒冷城的众

首领将他丢在牢狱中 . 

“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

下去. 牢狱里没有水, 只

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

泥中”(耶 38:6). 用绳子将

耶利米系下去, 意味着那在地坑的牢狱很深, 他

们让耶利米陷在淤泥中, 要把他置于死地. 但神

绝不会忘记祂忠心的仆人. 王宫的太监古实人

(埃塞尔比亚人)以伯米勒前来解救耶利米. 神不

以貌取人, 不偏待人, 祂可以用任何人来搭救祂

的仆人. 在以伯米勒的请求下, 王允准他带 30 人

前去解救耶利米, 把他从地下的牢狱中救上来. 

 

当耶利米被丢在黑暗的牢狱中, 等待死

亡之刻, 他是否觉得神已离弃他? 神是信实的, 

祂在最关键时刻为祂的先知开路, 拯救他脱离死

亡. 耶利米一定很感谢这个作太监的古实人, 因

他关心耶利米, 尽全力去解救他. 我们都需要朋

友, 特别是像巴录一样在患难之日仍然忠诚的朋

友, 以及像以伯米勒一样在黑暗之日仍然关心我

们的朋友. 智慧人所罗门贴切说道: “朋友乃时常
亲爱”(箴 17:17; KJV: A friend loveth at all times; 

意即“朋友在每一时刻都显爱心”, 编译者按).34  

 

                                                           
33   耶利米宣告神已将耶路撒冷城交在巴比伦王手

中, 城必被攻陷, 所以百姓应当趁早投降于巴比伦王, 免

得死亡(耶 38:1-4; 17-27). 
34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41-243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歌简介1-何等恩友慈爱耶稣/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歌简介1-何等恩友慈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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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纳特 (W. H. Bennet) 

奉主名聚会之                     星火 

属灵伟人系列 (27) 

 

威廉·班纳特 
William Henry Bennet 

(1843 - 1920) 
  
(A) 年少时期蒙恩得救 

 威廉·亨利·班纳特

(William Henry Bennet)于

1843 年生于英国伦敦米

德尔塞(Middlesex)的阿什

福德小镇(Ashford, 注: 它

是位于伦敦西部的一个小

镇).35 他父亲是这小镇的

糖果制造商(confectioner). 

他在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长大, 年少时便

知罪而悔改归信真神, 不久更显出事奉主的热诚.  

 

 在就业方面, 班纳特选择从事铁路工作, 

并在 16 岁时顺利通过考试, 进入一家铁路公司

(Railway Clearing House)工作. 过了不久, 他回到

阿什福德小镇, 协助他父亲的生意. 他在这里工

作时, 深感人对属灵事物的冷漠. 热爱拯救灵魂

的班纳特却不灰心, 开始分派福音单张, 并以家

庭聚会的方式, 邀请人来听福音.  

 

(B) 忠心遵行圣经真理 

 1862 年, 在 19 岁那一年, 班纳特发现宗

派(特指圣公会)里的一些制度和做法, 与圣经所

教导的有明显冲突. 这令他感到困惑, 于是像保

罗一般地向主诚心求问道: “主啊, 你要我作什

么?”(徒 9:6).36 在勤于查考圣经和圣灵的光照之

                                                           
35  按照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一书(参本

文脚注), 班纳特出生在 Ashford, Kent; 可是根据网站资

料, 他的出生地点应该是 Ashford, Middlesex ; 引述自 

https://www.brethrenarchive.org/people/william-henry-

bennet/ . 
36   中文圣经和许多英文圣经都没有记载这句话, 

但希腊文新约版本《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 1516)

下, 他清楚看出某些宗派的一些错误教义, 例如

为婴孩洗礼和“洗礼得救”(baptismal regeneration)

的谬误.37 他也看到牧师在葬礼上一贯地宣布死

者(尽管死者明显是不信不虔的人)都拥有“肯定

无疑的盼望”(sure and certain hope), 他认为此做

法极不诚实, 具有误导性, 因为按圣经教导, 只有

真信者才享有这确定的永生盼望(约 3:16), 不信

者要面对地狱火湖的永刑(启 21:8). 

 

 班纳特心中继续蒙圣灵感动, 有所操练, 

并且不停地问: “经上说什么呢?”(罗 4:3). 在圣灵

的带领和圣经的光照下, 他看清主的心意是要信

徒归信主后在水中受浸(而非受滴, 太 28:19-20; 

徒 2:41-42), 于是在 1862 年 , 他在廷茅斯

(Teignmouth)受浸,38 于浸礼的水中顺服主在大

使命中的吩咐. 为了得到完全的自由去遵行主在

圣经中所吩咐有关召会的真理, 他只好忍痛与国

立教会(指圣公会)完全切断关系, 离弃一切教派

关联, 并在接下来的 58年里, 选择与那些奉主名

聚会(太 18:20)的信徒一同敬拜和事奉神.  

 

在这些召会中, 他得到许多当代属灵长

者的帮助, 例如他参加了亨利·威廉·梭陶(Henry 

William Soltau, 1805-1875)所主讲的“会幕和祭

司职分”讲座 , 明白旧约会幕所预表的宝贵真

理.39 他也获得《律法与恩典》(Law and Grace)

                                                                                               
的经文却有这句话 , 所以英文圣经如 KJV、NKJV、

YLT (杨氏译本 )根据此希腊版本而译出此话 , KJV: 

“Lord, what wilt thou have me to do?”; NKJV: “Lord,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YLT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Lord, what dost thou wish me to do?” 
37   有关婴孩洗礼的错误, 请参 2004 年 7-8 月份, 

第 53 期《家信》的“圣经问答: 为婴孩施洗合乎圣经的

教导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婴

儿婴孩施洗合乎圣经的教导吗/ . 
38   廷茅斯(Teignmouth)那里有奉主名聚会的召会. 

追溯历史, 早在 1830 年夏季, 慕勒(George Muller)就已

遵照查经所得的亮光, 在廷茅斯开始擘饼记念主, 
39   梭陶所著的《会幕、祭司职分和祭物》(The 

Tabernacle,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一书受到

极高的评价; 事实上, 绝大部分其他讨论会幕结构的书

籍或讲座 , 都以此书为基础 . 《浸信会见证》 (The 

Baptist Testimony)如此评述此书: “它对会幕, 并其祭司

职分和祭物的每个部分都彻底解释. 没有梭陶这本书在

https://www.brethrenarchive.org/people/william-henry-bennet/
https://www.brethrenarchive.org/people/william-henry-bennet/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婴儿婴孩施洗合乎圣经的教导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婴儿婴孩施洗合乎圣经的教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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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币沙弗林 

(Sovereign) 

一书的作者詹姆斯 ·哈里斯 (James L. Harris, 

1793-1877)和其他属灵前辈的帮助. 在这些属灵

伟人的帮助和指导下, 这位年轻门徒在神的学校

中更快成长. 

 

(C) 全时间事奉的印证 

 1862 年, 班纳特去到英格兰索美塞特郡

(Somerset)的梅里奥特(Merriott), 帮助格里伯(Mr. 

Gribble)的福音工作. 此人在索美塞特郡和北德

文郡(North Devon)的一些村庄进行福音事工, 而

这些事工蒙主大大赐福. 格里伯走的是“信心的

道路”, 意即为专心事奉主而放下世俗职业, 并且

没有固定收入, 只凭信心倚靠主来供应生活所需. 

班纳特在梅里奥特住了 3 个月, 并在年迈的格里

伯身上学习到珍贵的属灵功课, 包括看见丰足的

神能够供应祂仆人生活需用, 正如祂供应以利亚

一样(王上 17:1-16). 在格里伯身上, 班纳特初次

尝到走“信心道路”的属天喜乐. 

 

一年之后, 班纳特心中起意, 想再次前往

梅里奥特, 协助福音事工. 他心中受感, 相信神呼

召他去传扬福音和造就圣徒. 他有想全时间事奉, 

像格里伯一样走“信心的道路”, 虽说他也准备带

职事奉. 未去梅里奥特之前, 他探访父母, 向他们

表示上述意念. 他的父母并不喜欢他走信心的道

路, 认为这对班纳特将来的事奉和生活需用没有

保障. 无论如何, 他越来越感到神呼召他走这条

信心的道路, 完全依赖神供应生活所需. 他晓得

父母出于关心, 需要得到保证自己所爱的孩子不

会饿死. 因此, 班纳特把此事带到主面前, 特别为

此事祷告, 求神帮助他可以向父母交代, 保证神

会供应他一切所需. 结果, 神回答他的祷告, 赐他

两个印证, 不仅可回答父母, 好让他们安心, 也鼓

励他日后全靠信心生活, 完全仰赖神的供应.  

 

                                                                                               
身旁, 你很难完整地查考会幕和那些与它相关的教导.” 

连被人称为“布道家王子”(Prince of Preachers)的司布真

(Charles H. Spurgeon)也很赞赏此书, 说道: “…非常好地

处理细节, 却不过分细微而导致读者难以明白.” (引自

《会幕、祭司职分和祭物》一书的封底书评). 此书充

满有关基督徒每日生活的实际性教导. 书中穿插 21 个

按旧约的记载和考古学的发现所绘的图表, 使读者一目

了然, 对会幕和相关事物有更深刻的印象和认识.  

首先是在某个主日, 他很早出门, 要走 6

英里的路, 到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那里参加

擘饼聚会. 在路途中, 突然有位绅士停下他的双

轮马车(dog-cart), 请班纳特上马车送他一程. 他

便欣然接受, 上了马车. 途中绅士问到有关他的

工作, 班纳特尝试解释主的带领和自己的事奉负

担. 到了目的地, 那位绅士竟然把半个沙弗林

(sovereign, 沙弗林是英国旧时面值 1 英镑的金

币)放在他手中, 说: “你会比我更好地使用它.”  

 

再过一两个主日, 班纳特去到某个村庄

露天布道. 那时, 有两个绅士来到他附近的旅店, 

其中一人站在门旁听他讲道. 他讲完后, 那人走

了过来, 要求一张福音

单张, 然后给他一个沙

弗林! 借这两个数目不

小的馈送, 班纳特获得

印证, 晓得神呼召他全

时间事奉, 并保证会供

应他的生活需用. 班纳特也能以此经历回答为他

操心的父母, 向他们证实神必供应其所需. 在较

后的生活中, 虽班纳特时常经历信心的考验, 但

直到生命的末了, 他都能见证说: “我已经充足… 

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

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在第二次前往梅里奥特时, 有几位著名

的弟兄认识他, 并帮助他. 他被公认为神所使用

的讲员, 不少召会也邀请他前来讲道. 他与梭陶

(Henry W. Soltau)和卓曼(Robert C. Chapman)商

讨后, 决定去到北德文郡一个名为波尔(Bow)的

村庄. 他在那里的一间学校帮忙, 并在其余时间

传道, 直到 1869 年才搬到索美塞特郡(Somerset)

南部一个名为约维尔(Yeovil)的城市居住.  

 

(D) 进入约维尔的事奉 

 早在 1863 年, 班纳特已首次探访约维尔, 

但在 1869 年才在那里定居. 他在那里认识了比

他大几岁的索夫特雷小姐(Miss Softley). 这位姐

妹在 20 岁时, 已在约维尔开办女校. 她自小也在

圣公会长大, 过后借着威廉·代尔(William Dyer)

的传道而信主得救. 她较后决定遵从圣经教导而

受浸, 令其家人(有些是圣职人员)惊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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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k School, Yeovil 

 

1871 年, 班纳特与索夫特雷小姐结为夫

妻, 并在同一年把她的女校迁到约维尔的德巴刻

(The Park), 名为“德巴刻学校”(The Park School, 

注: 此校至今仍然运作, 1991 年改为男女合校, 

可上网查阅). 索夫特雷

小姐出任德巴刻学校的

校长长达 68 年(1851-

1919), 并在这些年间培

育了好多女生, 包括不

少宣道士的女儿. 没有

儿女的班纳特夫妇非常

疼爱所有学生, 用爱心培育她们, 并且有许多女

生在此学校信主得救. 这实在是美好的事奉. 索

夫特雷小姐是班纳特真正的贤内助, 直到她在

1919 年 1 月 8 日, 以 89岁高龄离开世界.  

 

早在 1860 年, 那有“敏捷的文士”(拉 7:6)

之称的亨利·代尔(Henry Dyer, 1821-1896)已到约

维尔定居, 并开始聚集主仆到此城一同祷告和查

经. 班纳特的到来贡献不少. 1871 年, 在班纳特

的发起下, 第一届著名“约维尔读经大会”(Yeovil 

Conference)拉开序幕. 班纳特也安排接待所有想

来参加的信徒. 这个模式延续至今, 而神也使用

这类读经大会来教导信徒关于圣经的真理, 并激

起信徒对宣道的兴趣. 班纳特带领这类造就信徒

的读经聚会长达 49 年, 实为群羊的真牧者.  

 

(E) 进入“事奉的回声” 

 在主的带领下, 更广的事奉禾场首次为

班纳特而开, 就是出版《金灯台》(The Golden 

Lamp, 注: 此英文刊物与中文的《金灯台》不同, 

后者是由香港陈终道于 1986 年创办的中文双月

刊). 此英文基督徒刊物《金灯台》提供信徒宝

贵的信息长达 21 年之久. 此刊物于 1890 年停刊

时, 班纳特受麦克林(Dr. John Lindsay Maclean)

和亨利·葛若弗斯(Henry Groves)的邀请, 去参与

他们在索美塞特郡最大的城市巴思(Bath)的文字

事工  —  《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 一

本有关各地宣道事工的月刊). 他成为此刊物的

编辑之一, 忠心事奉直到离世之年(1890-1920).  

 

因此, 他在接下来的 30 年积极参与《事

奉的回声》这不断扩展的事工, 虽然住在约维尔, 

却在每个星期抽出部分时间到巴思负责此事工, 

包括为世界各地奉主名聚会的宣道事工代祷, 回

答宣道士所面对的种种难题, 并给于他们实际的

建议和合乎圣经的忠告. 在这方面, 一位弟兄评

述道: “他慎重有礼, 刻苦和祷告后所给的判断, 

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F) 进入“永恒的哈利路亚” 

 他常到英国各处和欧洲大陆某些地方讲

道, 造就信徒. 他为人幽默, 也能冷静安定地传达

伟大的真理. 他讲解诗篇和圣经其他部分, 往往

获得细心听众的赞赏. 他的著作文笔清晰, 令人

信服. 由于来自圣公会的背景, 他深知这国立教

会的仪式化倾向, 所以便毫不迟疑地提醒那些可

能跌入此圈套的信徒. 《事奉的回声》这本刊物

中有不少重要文章是他亲自所写(注: 他常用自

己名字的首字母“W.H.B”为笔名). 他也常在另一

本基督徒刊物《见证》(The Witness)中贡献不

少文章. 颇有意义的是, 他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是“神的圣者”(The Holy One of God)和另一篇文

章 , 题 为 “ 永 恒 的 哈 利 路 亚 ”(The Eternal 

Hallelujah). 走完人生道路, 

进入“永恒的哈利路亚”, 

何等的贴切, 何其的有福! 

 

 班纳特蒙主恩典 , 

在天路上不仅有个好的开

始, 稳健地奔跑, 更重要的

是, 有个好的结束. 1920 年 12 月 13 日, 班纳特

终于抵达他人生的终点 , 享年 78 岁. 皮克林

(Henry Pickering)写道: “我们认识班纳特好多年, 

可以真诚地说: 那美好的仗, 他已经打过了; 所信

的道, 他已经守住了; 当跑的路, 他已经跑尽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提后 4:7-

8).40 诚愿我们也是如此. 

                                                           
40   上文主要参考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72), 第 43-50 页; 

Hy. Pickering,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 第 177-179 页. 此

书记载 19 世纪 100 个奉主名聚会的著名弟兄(当中大

部分是全时间事奉的主仆或召会领袖), 值得一读.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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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文库          班纳特(William H. Bennet) 
 

永 恒 的 
哈 利 路 亚 

  

(A) 引言 

 既然诗篇第 1 篇被认为是整部诗篇恰当

的介绍, 那么我们也肯定可以说, 诗篇第 150 篇, 

诗篇最后一篇, 也是整部诗篇合宜的结束. 诗篇

第 1 篇述说整部诗篇里两种不同的人, 两种完全

相对的人. 诗篇 150 篇带领我们进入永恒, 看见

这两种人永远分开; 从“义人的会中”及新造世界

每个角落, 不断向耶和华发出永恒的哈利路亚!41  

 

 在诗篇第一篇和最后一篇之间, 我们不

仅看到义人和恶人的道路, 我们也在预言性的话

语中, 看到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降卑、受苦和

凯旋; 亚当的后代只有靠着这位得胜者, 方可知

道“义人的道路”(诗 1:6), 并“在神的圣所赞美

祂”(诗 150:1). 

 

(B) 诗篇五大卷 

 整部诗篇共有 150 篇, 可分为五大卷[参

下文(C)的表], 每五大卷, 除了最后一卷, 都表达

赞美; 这赞美不仅属于它所属的那一篇诗, 也是

它所属的那一整卷诗篇的总结. 在这第五卷诗篇

的最后一篇(即第 150 篇), 它展现较简短的赞美

诗(doxology), 并贴切地总结整部诗篇. 这些诗篇

可能代表不同时期收集的作品, 而整部诗篇较后

由神的某个仆人将它们汇集成现有的形式. 犹太

人认为最终编辑是由文士以斯拉完成, 因为从以

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 我们看到他显然是个追求

                                                                                               
鼓励读者上网下载此英文书的 PDF 文件 , 网址是 : 

https://bibletruthpublishers.com/hy-pickering/lybl24693 .  
41   “哈利路亚”( Hallelujah , 现代发音是 halleluya )

是希伯来语 hallal ( לּו 两字单词组成的词( ָיּה ) 和 Jah( ַהלְּ

语, 意为“让我们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或“赞美

主”之意. 诗 150:6 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原文就是“哈利路亚” (Darby: Hallelujah ; KJV: Praise 

ye the LORD;  NKJV、NIV、NASB: Praise the Lord).  

与深爱神话语之人, 有资格胜任此编辑重任(参 

拉 7:10-11; 尼 8:1-9).42    

 

(C) 诗篇的分段 

 整部诗篇可分为五大卷, 每大卷各别以

下列赞美诗(或作“称颂词”)作为结束: 

 

诗篇五大卷 与 各卷最后一节 

1 第一卷: 诗篇 1-41篇 

诗 41:13: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2 第二卷: 诗篇 42-72 篇 

诗 72:19: “祂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愿祂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们! 阿们!” 43 

3 第三卷: 诗篇 73-89 篇 

诗 89:52: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4 第四卷: 诗篇 90-106 篇 

诗 106:48: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
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愿众民都说: 阿们! 你

们要赞美耶和华!” (或译“哈利路亚”) 

5 第五卷: 诗篇 107-150 篇 

诗 150:6: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

们要赞美耶和华!” (或译“哈利路亚”) 

 

 富有意义的是, 每一卷都以赞美(praise, 

或译“称颂”)作为结束; 而整部诗篇最后一节(诗

150:6)特别强调万物都要向神赞美(“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汇集了有关人对神道路

和工作的体验, 这方面的经历既多且深. 我们在

其中可找到基督和祂子民的宝贵经历, 很多诗篇

清楚表明基督遭受苦难与得着荣耀. 此外, 我们

也看到有关“真以色列人”(true Israel)受管教、悔

改、受苦、降卑、凯旋得胜和最终得荣. 虽然有

些诗篇严格来说不能完全应用在神的召会身上, 

因召会所领受的呼召是特殊的(编译者注: 召会

蒙呼召领受属天福气, 不像以色列人是领受属地

                                                           
42   以斯拉是个敏捷的文士, 通达神的律法(拉 7:6), 

又立志教导神的律例,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

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

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拉 7:10-11). 
43   附加 诗 72:20: “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https://bibletruthpublishers.com/hy-pickering/lybl2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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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气), 但整体而言, 大部分诗篇可以应用在每个

时代属神的圣徒身上. 无论神的道路如何, 或无

论基督和祂子民的经历如何, 万物的终局就是赞

美神  —  哈利路亚! 

 

(D) 万物的终局 

 万物并非只是跟着赞美, 而是被神深深

吸引, 以致发出赞美; 我们今生对神和祂的道路

有越深的经历, 我们在永恒就有越丰富的赞美.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 5:19), 

所以当神的儿女活在这样的世界, 他的道路自然

是苦难之路. “义人的道路”肯定是窄路, 也必然

充满争战, 因那肉眼可见或看不见的敌人, 会在

他每一步的路途上抵挡他; 但一切很快过去, 迎

来的是永远的安息、凯旋、荣耀.  

 

 不仅这样, 神的儿女需要

受到管教. 因此, 在生活中的普通

环境和每日事件, 神的手常在祂

子民身上, 降他们为卑, 以此训练

他们. 他们的路上有时荆棘阻路, 

为要拯救他们离开他们还未察觉

的前方陷阱; 他们有时被放在深

感虚空的环境, 以体会属世之物的不定与虚空, 

使他们把更多心思放在属天的事上. 神借此引领

祂的儿女更认识祂自己  —  祂的关爱、祂的温

柔, 以及祂那继续维持和施行拯救的大能, 没有

旷野的路途, 就没有上述这些宝贵的经历. 

 

(E) 不停的赞美 

 现今的管教是保证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

(来 12:10);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

至断绝”(箴 23:18). 终局就是得享连绵不断的平

安、不受干扰的喜乐, 以及永不止息的赞美. 故

此, 当我们来到整部诗篇的尾声, 万物都向神发

出赞美. 基督的降卑受辱, 已把祂领到永恒的荣

耀里; 祂子民的眼泪已被祂的手所擦干, 也唯有

祂能永远擦干; 敌人和报

仇者已永远闭口无言(诗

8:2); 受造物的呻吟已完全

寂静; 天地间所充满的, 就

是向耶和华发出的赞美. 

 来到第五卷的最后五篇诗(诗篇第 146 至

150 篇), 每一篇都以“哈利路亚”(希伯来文的

Hallelujah 意即“赞美耶和华”)作为开始和结束,44 

而最后一篇(即 150 篇)的每一节都提到赞美. 它

是这样开始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或译“哈利

路亚!”) 在神的圣所赞美祂! 在祂显能力的穹苍

赞美祂”(诗 150:1).  

 

(F) 圣洁的词字  —  哈利路亚 

 可悲的是, “哈利路亚”一词深陷我们现代

人的泥泞中, 惨被糟蹋与滥用. 我们必须提醒自

己, “哈利路亚”是属于神“圣所”的圣语, 若我们

的心灵不在圣所中, 我们的口就不该随便发出

“哈利路亚”一词, 否则便是对神轻率不敬.45 这些

诗篇虽然令人欢悦鼓舞, 但它们同时显出庄严与

敬重. 对神更深的认识所产生的

喜乐, 必然会领我们进入更庄重

的敬拜里; 此乃圣洁喜乐的果子. 

地上的圣所不过是天上圣所的预

表, 主的子民现今被要求以心灵

敬拜, 且在不久的将来, 在复活荣

耀里敬拜. 诚然, 这“赞美”由圣所

开始, 延续到“祂显能力的穹苍”.   

 

(G) 要赞美祂 

 耶和华本身是赞美的对象和主题, 所以

我们读到: “要因祂大能的作为赞美祂, 按着祂极

美的大德赞美祂”(诗 150:2).  祂大能的作为 (工

作或行为)彰显祂极美的大德. 创造是祂大能的

作为, 但若要完全展现祂极美的大德, 就必须注

目于祂的新创造. 故此, 耶稣基督作为新创造的

开始, 祂复活时便彰显祂奇妙的大能. 弗 1:19-20

用了三个词表达这点, “…祂向我们这信的人所

显的能力(power)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祂在基督

身上所运行(energy)的大能大力(might), 使祂从

死里复活.” 那位叫主死里复活的父神, “也要用

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林前 6:14). 那时, 我们

                                                           
44   除了诗篇 145 篇是在第 2 节才提到“哈利路

亚”(赞美主) [注: 第 1 节没有提及“哈利路亚”(赞美主) ]. 
45   圣经首次提到“哈利路亚”是 诗 104:35, 与审判罪

恶有关; 最后四次提到哈利路亚(启 19:1,3,4,6)是与审判大

淫妇和基督作王有关, 故“哈利路亚”是严肃而非轻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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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面认识我们的神, 并在主的知识上长进, 这

意味着在敬拜神方面, 会更加进深, 更加丰富.  

 

(H) 赞美的能量 

 以下经节(诗 150:3-5)

阐述有关赞美神所需的能量:  

第 3 节:  要用角声赞美祂, 鼓瑟弹琴赞美祂! 

第 4 节: 击鼓跳舞赞美祂! 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

声音赞美祂! 

第 5 节:  用大响的钹赞美祂! 用高声的钹赞美祂!  

 

 各种各样的乐器都派上用场了, 其概要

重点是表明我们要把一切能量用在这伟大的赞

美事奉中. 各种乐器在此派上用场, 这符合旧约

的仪式敬拜(ceremonial worship). 但现今时代(指

召会时代)不这样做, 为要符合现今召会时代所

强调的简纯性(simplicity).  

 

许多人忽视了时代的真理(把现今召会时

代与旧约律法时代混为一谈); 他们主张说: 神既

然在旧约时代设立了缜密详尽的会幕, 过后又设

立壮丽堂皇的圣殿, 以此领受祂子民的敬拜, 所

以祂在现今时代也必喜悦堂皇雄伟的教堂建筑

物和仪式性的敬拜(ritualistic worship). 这些人以

此为根据, 认为引进各样乐器是符合神的心意.  

 

然而, 这一类的主张忽视一个事实, 那就

是基督的十字架已废弃了这类旧秩序(old order), 

引进了一个新秩序(new order), 而这新秩序在本

质上是属灵的 (spiritual, 而不是属仪式性的 , 

ceremonial). 新约中唯一受承认的敬拜, 是那些

站在神儿女地位上的信徒, 向父神献上的感谢

(西 1:12: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

中同得基业”) [注: 在新约时代, 父神所要的敬拜

是“用心灵和诚实”(约 4:23-24), 而非用各种乐器

的敬拜, 因为新约书信从没教导基督徒要用乐器

敬拜神. 真正的敬拜是因着“心向着神、心充满

神”而向祂发出真诚的感谢和赞美].46  

                                                           
46   虽说敬拜中常有赞美, 但严格来说, 赞美(praise, 

或译: 称颂)与敬拜仍然有细微的不同, 请参敬拜的定义

和常见的误解,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目标导向的人生 5-人生目的一-你被造是为了敬拜神/ . 

(G) 生命的乐声 

 在结束这篇诗时, 我们从无生命的乐器

所发出的音乐, 提升到一切活物所发出那富有生

命力的声音 (from lifeless instruments to living 

voices),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

美耶和华!”(诗 150:6). 神配得一切属祂的受造物

真诚的颂赞. 唯有这种出于生命的赞美, 才是神

所悦纳的敬拜.  

 

 这普世敬拜的呼召声是非常高贵、雄

壮、伟大的. 我们晓得时候将到, 此呼召声将得

到完美的回应. 在启示录第 5 章, 我们看见敬拜

始于天上的圣所, 由那些最靠近宝座的万灵众圣

先开始, 然后这敬拜的圈子不断向外扩展, 直到

它包含了神的新创造(new creation)的每一个地

方、每一个角落. 

 

 在那新的创造中, “火湖”是无份参与的; 

失丧者的居所被称为 “ 外面的黑暗 ”(outer 

darkness, 太 25:30; 也参 太 8:12; 22:13), 是处于

光与爱的领域之外; 这是整个宇宙间唯一没有神

荣耀同在之光临到之处, 是毫无喜乐之地. 得以

脱离这可怕火湖是何等的恩典和福气! 这点是

一切蒙救赎脱离火湖之人都要永远记念的事, 以

此为神的伟大作为之一, 一想到此事就不禁发出

喜乐神圣的“哈利路亚”  —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整本诗篇就以

这圣所的伟大音符  —  

哈利路亚(赞美主)  —  

作为结束. 愿每一个因

着神儿子的十架而认

识神的人, 可以从心灵

深处真诚说道: “阿们!”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 150:6)47

                                                           
47   William H. Bennet, “The Eternal Hallelujah”, in 

Soul Food: Devout Themes for the Quiet Hour, edited by 

Hy. Pickering (Kowloon, Hong Kong: Christian Book 

Room, 2005), 第 155-162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目标导向的人生5-人生目的一-你被造是为了敬拜神/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目标导向的人生5-人生目的一-你被造是为了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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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48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一): 

头权的彰显  
(HEADSHIP) 

 
(A)    属物质之物的属灵意义  

 在前几章, 我们讨论到信徒的敬拜之属

灵性质. 我们从中学习到新约信徒敬拜的圣所, 

是属天和属灵的, 这是根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4 章给撒玛利亚妇人的教训. 我们没有“属世界

的圣所”, 以及各种通常在宗教场所可找到的“敬

拜辅助物”(aids to worship). 圣灵在被赎的子民

(指基督徒)当中运行, 带领他们进行属灵的敬拜, 

仿佛“馨香之气”升达神面前.  

 

我们在前几章也大略提过, 有五样属物

质的东西 ( 或译 “ 物质性的要素 ”, physical 

elements), 是主自己特选的, 与

召会的实践(assembly practice)

有关. 第一样是单一的, 其他四

样则是两对的东西. 首先是信

徒的浸礼所用的水. 这水没有

特别神奇性质, 只是普通的水, 

但对信徒而言, 浸礼是表明与主同死, 而水是死

亡的象征或表征(symbol). 尽管水是非常简单的

物质要素, 但它具有伟大的属灵意义(罗 6:1-11). 

 

 另外两样属物质的东西

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个夜晚, 特

别拣选和设立的(即饼和杯, 林

前 11:23-34). 它们也是很简单, 

                                                           
48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

是 ekklêsia {G:1577}, 含有召出(out-calling)之意. 因此, 

把“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

召出来的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

词常用来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从不用“教会”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但有谁能否定“主的晚

餐”(亦称: 主餐、圣餐)

的饼和杯那意味深长的

属灵意义呢? 最后两样

是姐妹在召会中蒙头和

拥有长发(编译者注: 有

关长发方面, 请参下文). 

  

有者不把这最后两样与先前提到的另三

样东西(浸礼的水、主的晚餐的饼和杯)相提并

论. 对于他们, 比起浸礼和主的晚餐, 女人蒙头是

极不重要、微不足道的真理. 尽管如此, 保罗靠

着圣灵的指示, 清楚在 哥林多前书 11 章把蒙头

的事联于主的晚餐.  

 

 

(B)    属灵领域的三种“为什么”  

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是此书信的新部分. 

保罗在这之前论及个人

的自由, 并提供属灵原则

来引导信徒(第 7-9 章). 

不过, 第 11 章一开始, 

保罗就说: “你们要效法

我”(原文直译; 林前 11:1; 注: 《和合本》译作

“你们该效法我”),49 这是一项命令,50 而第 2 和

                                                           
49   不少学者(包括 W. E. Vine、John Heading、

Jack Hunter 等)认为, 林前 11:1 应属于前一章, 放在哥林

多前书第 10 章比较妥当, 如马唐纳所说: “把 林前 11:1

放在第 10 章较为协调. 保罗刚才表明说, 他如何按照他

对别人的影响而调整自己的行动, 所以他告诉哥林多信

徒要效法他 , 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 比较 罗

15:1-3). 他为了帮助身边的人, 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与

权利. 哥林多信徒也应当这样做, 而不应自私地标榜个

人的自由, 以致阻碍基督福音的发展, 或绊跌软弱的弟

兄” (引自《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699 页). 编译者本

人也赞成 林前 11:1 与前一章(第 10 章)紧密相连, 但我

不认为它仅仅属于前一章, 因它也与第 11 章紧接下来

的题目紧密相关, 可以属于这一章. 林前 11:2-16 论到头

权(headship)与顺服头权一事, 而主耶稣基督正是这方

面最佳的榜样  —  祂顺从祂的头(父神, 林前 11:3), “存

心顺服, 以至于死”(腓 2:8); 此外, 身为犹太人的保罗也

顺服头权 , 教导说男人祷告或讲道时不可蒙头 [林前

11:4-7; 注: 按犹太传统而言, 犹太人祷告或讲道时必须

蒙头, 可见保罗为了顺服神所设立的头权而宁愿违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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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节也有相同语调,51 因而排除“蒙头是与

个人自由有关”的观点.52 

 

 当教育孩子时, 他们往往会问“为什么”. 

他们的理智正处于成长阶段, 总会寻求答案和理

由. 这是健康的现象, 明智的父母总是耐心谨慎

地解答, 以满足孩子们理智上的好奇. 不幸的, 当

属灵的孩子问“为什么”时, 他们有时却受到责备, 

很少获得满意的解答.  

 

 在属灵的领域, 有三种“为什么:  

1) 我们问“为什么”, 为要知道圣经授权的命令  

(The Why of Scriptural Mandate) 

2) 我们问“为什么”, 为要找出属灵方面的意义 

(The Why of Spiritual Meaning) 

3) 我们问“为什么”, 是因出于诚实正确的动机 

(The Why of Sincere Motive) 

 

                                                                                               
本身的犹太传统, 参本篇文章(C)项], 所以他可吩咐哥林

多的信徒效法他(的顺服), 像他效法基督一样(的顺服). 
50   林前 11:1 说: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

样.” 这节的“你们该效法我”(KJV: Be ye followers of me; 

NJKV: imitate me)在希腊文法上是命令句  —  你们要

效法我! 按词形分析, Be 的希腊原文是 γινεσθε , 是原型 

γίνομαι {G:1096}的“现在时态-命令语气-第二人称-复

数” (Present-Imperative-Second Person-Plural), 可直译为

“你们一定要”, 是命令式的吩咐, 或至少是强烈的请求. 
51   第 2 节(“…又坚守我[使徒保罗]所传给你们的”)

和第 16 节(“…我们[包括使徒保罗]却没有这样的规

矩…”)表明所谈论的事含有主所授权的“使徒权柄”. 
52   有者说蒙不蒙头是个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有关这方面的看法, 请参 2000 年 9 和 10 月份, 第 10 和

11 期《家信》的“召会真理: 蒙头 — 可有可无的传统?”, 

请上网阅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

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 此外, 哥林多前书 7-10 章论到“基

督徒的自由”, 11-14 章则论到“召会的事奉”, 而蒙头的

题目不处在讨论有关“基督徒自由”的段落, 这点意义深

重. 赫丁(John Heading)贴切评述道: “保罗处理完有关基

督徒享有自由的各方面行为(哥林多前书 7-10 章), 过后

他才把注意力放在召会的事奉. 在哥林多, 许多方面的

召会事奉都处于混乱无序的情况下, 需要保罗以使徒权

柄来纠正. 召会事奉的每一阶段或层面都该彰显基督的

主权; 在事奉方面, 当神立下了属神的原则, 就无自由可

言(意指信徒只能遵照神的指示, 绝不可自由行事)…” 

John Heading,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5, 第 163 页. 

 当我还是很年轻的基督徒, 第一个“为什

么”就满足我了. 既然圣经这样说、这样吩咐, 这

就够了, 我就照样行. “单纯地顺服神的话!” 这是

圣灵在每个真实属神的儿女们心中写下的属灵

定律. 这也是拥有属神生命的明确凭据, 其重要

性无可置疑. 无论如何, 如果信徒只停留在这里, 

他便失去很多. 我们不该害怕问上述第二个“为

什么”, 即为要找出属灵的意义而问为什么. 只要

有第一个“为什么”, 我们就可以顺服  —  遵照神

的命令去做, 但只有当我们问第二个“为什么”, 

我们才能得到属灵的理解(明白神的命令背后的

用意或意义), 得以赏识神的真理. 上述第三个

“为什么”是因出于诚实正确的动机(意指愿意用

一颗爱主之心去遵行主的旨意).  

 

总括而言, 当神的话吩咐我做某件事, 我

就应该顺服. 若能明白神如此命令的背后原因和

属灵意义, 我就能明智地顺服. 若有正确的动机  

—  因爱基督而做  —  来激励和推动我, 我就能

欢喜乐意地顺服(参 约 13:34; 14:21; 林前 14:37; 

约壹 2:7-8; 5:2-3).53     

 

 我们难过地指出, 有些人相信只要第一

个“为什么”就够了, 不允许信徒问第二个“为什

么”, 也不鼓励问第三个“为什么”. 这种态度是危

险的, 倾向于倚赖律法条文制度(legal system)来

达到实际的成圣. 这本是那位在罗马书第 7 章的

人(指保罗)所犯的错误. 他最终发现条文主义

(legaism)无法产生真正属灵的人. 

 

 当我还是年轻的基督徒时, 有人问我是

否知道为何女人要在召会聚在一起时蒙头. 我知

道第一个“为什么”的答案, 那就是  —  神的话语

如此命令! 不过我得承认, 我不知道第二个“为什

么”  —  蒙头的意义何在? 问我这问题的弟兄确

实是个真正的牧者, 就在那日, 他介绍我认识圣

经中最伟大的真理之一, 即主耶稣那超越万有的

                                                           
53   约 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
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

现”; 林前 14:37: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约壹 5:3: “我

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祂了…”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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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权(Headship, 意谓“作头带领的权柄”). 我从中

学到一点: 只有当我明白神所启示的真理之属灵

意义, 我才会开始赏识它、珍惜它. 这方面的学

习和领悟让我终生难忘, 给我留下深远的影响. 

 

 

(C)    头权的原则与它的记号  

 哥林多前书 11 章的教训让我们看见头权

的重要性(请参本文附录一). 保罗在这章谈论有

关混乱(disorder)的事(请参本文附录二).54 请留

意他先谈头权的混乱  —  他指出只有天上(指天

使)能察觉头权的重要性(第 10 节), 然后才谈掰

饼聚会的混乱  —  那是连世人都能看出和定罪

的混乱(第 21-22 节).  

 

 请容我解释第二个“为什么”  —  女人蒙

头和长发的属灵意义. 我们留意到 林前 11:1-16

有两样东西, 都有各自的意义. 这段经文在教导

有关头权方面是彻底详尽的, 这给我们在研究此

课题上最大的帮助. 它为蒙头和长发提供了详细

的属灵意义.  

 

 头权的属神原则是圣经的主要题目: 

1) 创 1:26-28: 头权的原则(Principle)和图像(Picture) 

2) 弗 1:19-23: 基督的头权和它的目的(Purpose) 

3) 林前 11:3-16: 基督的头权和它的实践(Practice) 

4) 西 2:10-19: 基督的头权和它的供应(Provision) 

5) 来 2:8-9: 头权的前景(Prospect)和它的能力(Power) 

 

林前 11:3 是明白头权实践的关键经文: 

1) 基督是男人(“各人”原文是男人)的头 – 两方

并不同等(因基督远超男人, 男人要顺服基督) 

                                                           
54   哥林多的召会在实践召会真理上发生严重“混

乱”(disorder, 意指信徒当中多人任凭己意行事, 没有按

神的旨意和教导去行), 甚至有者自认“有圣灵带领”, 便

不按规矩和毫无次序地“滥用恩赐”行事. 有者可能狡辩

说“在圣灵带领下,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事为人”, 但保

罗在 林前 14:32-33 提醒信徒: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

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请参本文附

录二). 因此, 保罗在总结时, 带着主的至高权柄(参 林前

14:37)清楚吩咐道: “凡事(包括顺服头权 [男人不蒙头、

女人蒙头, 林前 11:2-16]、遵守主的晚餐 [林前 11:17-

34]、运用属灵恩赐 [林前 12:1-14:39]等等)都要规规矩

矩的按着次序(order)行”(林前 14:40). 

2) 男人是女人的头 – 两方同等, 但有顺服的表

现(女人要顺服男人) 

3) 神是基督的头 – 两方同等, 也有顺服的表现

(基督顺服父神) 
 

林前 11:3-16 教导我们头权的原则: 

1) 第一原则: 男人不蒙头(因他的头代表基督, 

“基督是每个男人的头”), 这方面的教训是: 

基督在召会聚会中不该被遮盖(4 和 7 节). 

2) 第二原则: 女人蒙头(她的头代表男人和他的

荣耀,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这方面的教训

是: 男人的荣耀在召会中不该被彰显, 而该

被遮盖(5 和 7 节).55 

 

提到女人的头时 , 

我们回到第 3 节, 从中学

习到女人的头是象征男

人. 提到男人的头时, 我

们也回到这节关键的经

文, 并学习到男人的头象

征基督. 这点很重要, 帮

助我们了解第 7 节所说

的: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注: 男人的头象征基

督, 而基督是神的形像[西 1:15]和荣耀[来 1:3] );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以第 3 节为根据, 我明白

神透过“男人不蒙头”来教导说: 基督是神的形像

和荣耀, 而唯独祂“不被遮盖”(uncovered), 其荣

耀应该在召会聚会时彰显出来. 没有任何人的荣

耀该被彰显, 不管他的恩赐多大、成就多高. 这

肯定关系到主耶稣高居首位的重大原则 (西

1:18), 很有力量地谴责丢特腓的精神(约叁 9: 

“那在召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   

 

谈到女人头上的两种遮盖(coverings, 指

蒙头巾和头发), 我们学习到同样重要的真理. 保

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 11 章)是处理头权的问题; 

                                                           
55   克劳福德在此篇文章中还加上“第三原则: 女人

有长发, 这方面的教训是: 召会顺服主耶稣的头权(6、

10 和 15 节).” 注: 本人(编译者)虽尊重克劳福德为神所

重用的主仆之一, 但对上述这“第三原则”有所保留, 无

法赞同. 请参本文中“编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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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此还未处理女人沉静的问题, 要等到 林前

14:34 才处理. 哥林多的召会有混乱的情况, 所以

保罗在此纠正他们. 论到神所安排的次序, 保罗

回到人类的创造. 起初, 人被赋予全球性的统治

权, 管理地上一切的受造物, 包括地上的走兽、

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 不过, 人因着反叛而失

去统治权. 虽然如此, 在 创 1:26-28, 我们看见头

权真理的原则(特别是先造男, 后造女, 设立了头

权的其中一样  —  男人是女人的头, 表明男人作

头带领, 编译者按). 诗 8:3-9; 罗 5:14-15和 来 2:5-9

都证明创世记描述人类的创造是与头权有关. 

 

来 2:5-9 表明亚当犯罪跌倒, 但这并不改

变或挫败神的旨意. 在亘古永恒里, 神的旨意就

是要有一个人拥有普世性和永恒性的统治权(弗

1:10; 3:11). 弗 1:20-23 教导我们说, 主耶稣复活

得着荣耀, 已被立为万物的头(head, 或译“元首”), 

也是召会的头(元首), 召会就是祂的身体. 虽然

祂所造的世界今日仍旧反叛祂, 但有朝一日, 祂

的头权将受到全面承认, 不管出于自愿与否, 神

所造的宇宙和一切有智力的受造之物, 最终要跪

拜和降服在祂至高的权柄之下(腓 2:10-11; 西

1:18-22). 任何信徒都不会把这教训视为无关重

要, 而这些有关头权的真理就借着信徒在召会中

“男人不蒙头”和“女人蒙头”彰显出来, 展现给众

天使看(林前 11:10).56     

 

简而言之, 女人的头(根据第 3 节象征男

人)要用蒙头巾给蒙起来, 因为在召会聚会中, 男

人不该被彰显, 属肉体的荣耀在神的召会中毫无

地位. “女人蒙着头”实际上是在谴责任何敢在召

会聚会中彰显自己、标榜自己和夸耀自己的人. 

属血气的人应该被遮盖起来, 只显露那位属天的

人(主耶稣基督), 神已立祂继承永恒的统治权. 

纵然罪恶的世界拒绝了主耶稣的头权, 但在任何

一个有“姐妹蒙头”和“弟兄不蒙头”的召会聚会

中, 主耶稣的头权就被彰显与展现出来. 头权的

真理将来会被展示给整个宇宙看(诗 72:5-17), 但

                                                           
56   林前 11:10: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

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注: 蒙头就是顺服的一种表现, 是

服权柄的一种记号).” 这节的“天使”可指顺服神与背叛

神的众天使(注: 背叛神的天使是指魔鬼和他的随从). 

如今先在召会中、也只有在召会中展现出来. 因

此, 女人头上的蒙头巾象征人(特指男人)顺服基

督在召会中的主权. 

 

让我们清楚一件事, 女人蒙头所强调的, 

是她的头而非头发. 他若不蒙头, 就是拒绝承认

主耶稣的头权. 蒙头巾是她头上的遮盖物, 遮盖

男人的荣耀, 而不只是遮盖她的头发  —  头发是

她自己的荣耀(林前 11:15). 虽然蒙头巾肯定会

遮盖她部分的头发, 但这不是重点. 借着遮盖她

的头, 男人被遮盖了. 

 

  我们从第 6 和第 15 节得知所描述的有

两种遮盖(第 6 节是论到以蒙头巾来遮盖, 编译

者按), 第 15 节则说: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她

的荣耀 , 因为这头

发是给她作盖头

的.” 有些人错误认

为这里表示只有一

种遮盖物(covering), 

即长发(他们因此解

释说 , 女人有长发

就算是蒙头了 , 不

必蒙头巾, 编译者按). 若仔细查考, 就不会犯此

错误, 因为在原文中, 这节“作盖头的”自然头发

与使用蒙头巾来“蒙着头”(5、6、7、13 节)是完

全不同的字.57 第 15 节是描述她的头发  —  盖

着头的遮盖物, 不同于这节之前(第 6 和第 7 节)

所提到“蒙着头”的遮盖物  —  蒙头巾.58 

 

第 10 节表明在哥林多的召会被视为一间

课室, 一个学习真理的地方. 神是教师, 众天使是

学生, 所学的题目是“头权”. 就在召会里, 众天使

                                                           
57   第 6、7 节的 “蒙着头 ”在希腊原文是动词 

katakaluptô {G:2619}, 第 5 和 13 节的“不蒙着头”也是

同一个字, 只不过加了一个希腊字母 a (意即“不”), 成为

形容词 akatakaluptos {G:177}, 意思是“不蒙头”. 至于

第 15 节“作盖头的”原文则是 peribolaion {G:4018}, 与

之前用来描述蒙头的字(即 katakaluptô )有所不同. 圣

灵采用两个不同的字, 为要我们分辨两者的不同. 
58   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按原文意思用英文

表达两者的不同为: “蒙着头” = covering down upon her 

head; “作盖头的” = covering round about her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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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与学习属神的圣洁和次序, 以及头权和顺服. 

我们第一次在圣经中看见天使执行任务, 首次开

口说话是在 创 16:9. 在那里, 天使告诉夏甲“你

回到你主母那里, 顺服在她的手下”(原文直译).59 

这是圣经首次提到天使 , 按 “首次提及的原

则”(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第一次提到天使

就与顺服(submission)有关. 天使至今仍然忙于

顺服, 也学习顺服(所以论到蒙头时, 林前 11:10

强调是“为天使的缘故”, 好让他们借着“信徒在

召会中顺服头权”来学习顺服的功课, 编译者按). 

 

女人头上的记号(指蒙头)表明顺服权柄

(顺服头权), 其根源回到人的创造(第 8-9 节; 比

较 创 1:27; 2:18-24), 但这头权会在将来全面彰

显在主耶稣为首的荣耀里. 既然男人是女人的头, 

她头上的蒙头巾(把男人连同女人自己的荣耀都

遮盖起来, 以此顺服基督的头权)便述说整个召

会如今都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绝对权柄之下.  

 

编译者的话: 

1. 克劳福德(N. Crawford)在文中也论到姐妹

的长发. 他写道: “长发是顺服的记号, 表明

女人按神创造的安排去顺服男人. 她按着

自然领受神所赐的长发, 作为她的荣耀(第

15 节). 从被造开始, 女人有长发便是她的

荣耀, 重点不是她的美丽, 而是把神给她的

自然美丽(长发)用一个适合的遮盖物(蒙头

巾)给遮掩起来. 按照神创造的次序, 她的

长发是顺服的记号, 对他而言, 这是一个荣

耀, 因为这是神赐给她的地位. 圣灵将此事

提升到属灵的次序(spiritual order), 使女人

蒙头和她的长发成为圣洁顺服的记号, 象

征整个召会顺服基督为主.” 

 

2. 克劳福德较后举出一例: “一位年轻姐妹说, 

她觉得以长发来‘演一出戏’是很虚伪的, 

因为神是看内心, 内在是更重要的. 我向她

指出, 长发是给天使的实例(即“实物教材”, 

object lesson, 第 10 节).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

                                                           
59   这节在英文圣经 KJV 译作 “Return… and 

submit thyself…”(归回…顺服). 天使需要学习顺服, 因

为曾有位美丽的天使因着不顺服而成为可怕的魔鬼. 

天使能够阅读我们的心思, 连我们的同伴

朋友或世人也不能. 此外, 成为别人的绊脚

石是很严重的事(林前 8:12), 我们也该一

直记得年轻信徒在看着我们所作所为, 以

我们为学习的样式. 当我们尽全力去遵行

神的话, 就能显明我们对别人的爱.”60  

 

3. 请留意: 针对上述克劳福德的举例, 虽然

本人(编译者)相信姐妹留长发是荣耀与重

要的(因这是按自然本性显出男女的分别, 

第 14 和 15 节),61 但克劳福德以第 10 节来

作为“姐妹要留长发”的论据, 就有值得质

疑之处, 有断章取义之嫌, 因为第 10 节以

“因此”来开始, 表明接下去所说的(即“女

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

记号”)是与之前所说的有关. 这节之前的

主要论点是什么? 是女人要留长发吗? 不

是! 而是直接与“男人不该蒙头”和“女人应

该蒙头”有关(参 4 至 9 节). 至于“女人长发, 

男人短发”的问题, 这是留到 14 和 15节才

论到的事. 换言之, 根据上下文, 第 10 节的

正确解释是: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

当(在召会聚会中)“蒙着头”  —  此乃服权

柄的记号. 简之, 这节是关于女人蒙头, 与

头发长不长无关. 

 

4. 保罗确实在第14和15节提到女人长发、男

人短发的情形. 为何保罗要提到这方面的

事? 首先, 保罗在第10节教导说“女人为天

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即

以蒙头来表示服从头权).” 为了避免有人

错误认为男人因此比女人更优越、更高一

等而看不起女人, 所以保罗接下来需要强

调“男女是平等的, 彼此都需要对方”, 以此

                                                           
60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80 页. 
61   林前 11:14-15: “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 男

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

是她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她作盖头的.” 本人虽诚心

相信姐妹留长发是荣耀与重要的, 也常鼓励姐妹如此行, 

但基于圣经在论头权时, 没有明确吩咐姐妹要留长头发, 

所以本人认为应该“鼓励”姐妹留长发, 却不该“强制”如

此行, 因无圣经授权的训令(precept)去吩咐姐妹如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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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信徒保持平衡的正确心态, 他说: “然

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

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

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11-12节).  

 

5. 接着下来, 保罗担心有人因此辩驳说: “既

然男女平等, 为何女人还要以蒙头来表示

顺服男人呢? 男女在基督里不是没有分别

吗?”62 所以保罗接着提出男女有别的证据  

—  人本性的直觉, “你们自己审察, 女人祷

告神, 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 你们的本性

(nature, 可指自然情况或天然直觉)不也指

示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她的荣耀, 因为这头

发是给她作盖头的”(13-15节). 请注意, 保

罗不是说: “你们自己审察, 女人祷告神, 不
留长发是合宜的吗?” 不! 保罗的重点是

“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 换

言之, 这里的重点并非所有女人要留长发

或男人要剪短发, 而是按自然本性(nature)

所显露的, 男人有长发便是羞辱, 女人有长

发却是荣耀, 这表明三件事: 第一, 男女是

有分别的(所以女人要以蒙头来顺服男人

的头权); 第二, 既然女人的长发是她的荣

耀, 那么她就该借着蒙头把这天然的荣美

给遮盖起来, 正如她借着蒙头把男人的荣

耀给遮盖起来;63 第三, 既然按神旨意, 女

人通常有自然长发作盖头之物, 那么女人

                                                           
62   男女在“基督里”确实是没有分别(加 3:28: “不

分…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

里都成为一了”), 那是指他们在神面前的属灵地位而言, 

即无论是奴仆或主人, 男人或和女人, 都在神面前因基

督同蒙悦纳, 没有分别了. 但奴仆和主人在社会和实际
生活中仍有分别(林前 7:20,24; 弗 6:5-9); 同样地, 男人

和女人在召会的职任和事奉上也仍然有别 (参  提前

2:8,12; 林前 14:34-35; 例如没有女长老、女使徒等等).    
63   艾朗赛(Henry A. Ironside)贴切写道: “女人有自

然的遮盖物(natural covering, 指长发)来使她与男人有

别, 并把蒙头巾放在其上.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她的

长头发是她的荣耀. 长发岂不是最惹人注目的吗? 在神

面前, 她把自己最显著的荣美给遮盖起来, 不叫人的心

思转离基督 , 去注视她美丽的头发 .” H. A. Ironside, 

Addresses on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38), 第 338-339 页.  

蒙头便是与这自然情况(长发盖头)相符一

致、合乎神的旨意了.  

 

6. 最后, 对于 林前11:3-15所说的重点(即男

人不该蒙头, 女人应该蒙头, 男女在召会中

是有分别的),64 哥林多的信徒(包括犹太基

督徒和外邦基督徒)曾提出理由来反驳, 所

以保罗在第16节总结说: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召会也是

没有的.” 保罗的意思是: 若有人想辩驳我

以上所说的, 把“男人不该蒙头”反驳成“男

人应该蒙头”(注: 按犹太人的传统, 犹太男

人来到神面前敬拜时都是蒙头的);65 或者

把“女人应该蒙头”反驳成“女人不该蒙

头”(注: 在哥林多提倡自由的希腊文化中, 

有些妇女是不蒙头的); 或者把“男女在召

会中是有分别的”反驳成“男女在召会中没

有分别”, 保罗总结说: 我们(指众使徒和主

的众仆人)没

有这样的规

矩(指没有照

他们所反驳

的 做 法 去

行),66 神的众

                                                           
64   男女“在基督里”(in Christ)没有分别, 都成为一

了(加 3:28); “在基督里”是指在救恩方面, 即蒙救赎的地

位而言, 男女是没有分别的; 但在召会中的职事, 男女却

有分别(林前 11:6-7, 14-15), 为要彰显基督头权的真理. 
65   柯尔斯(Howard Coles)写道: “神的灵所教导的

这个真理(所有男人在召会中不蒙头, 林前 11:4,7)是抵

触或违反犹太人的做法, 因为他们不准许任何犹太男人

祷告, 除非那人蒙着头. 他们的理由是: 男人应该蒙着头

来表示他在神面前感到羞愧, 不配敞着脸朝见神. 因此, 

犹太习俗(custom)要求男人祷告时, 要以他(在朝祷时所

用)的披巾(tallith)或披肩围巾(shawl)来蒙头... 他们以蒙

头作为谦恭的记号(sign of humility), 仿效天使的榜样, 

因天使用两个翅膀把脸遮盖起来 (赛 6:2).” Howard 

Coles, “A Man Indeed Ought Not to Cover His Head”, in 

Day by Day Bible Commands, edited by J. Bennett (West 

Glamorgan: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6), 第 261 页. 
66   反对者所反驳的论点是: (1) “男人应该蒙头”; 

(2) “女人不该蒙头”; (3) “男女在召会中没有分别”. 这三

点都不能成立, 因为众使徒和神的众召会都没有这样做

的规矩(参上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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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也没有这样的规矩. 使徒保罗这一论

点意味着当时所有召会的基督徒, 包括耶

路撒冷在内的犹太基督徒, 也没有照反驳

者所说的去行; 换言之, 那里的犹太基督

徒聚会时, 犹太男人也是不蒙头的. 这点也

证明保罗所教导的蒙头真理绝非按照任何

“属人的传统”(注: 许多反对女人蒙头的人

士都辩驳说这段经文只是论到人的传统、

习俗或文化, 只是给哥林多的信徒, 所以今

日的我们不必遵守“女人蒙头的传统”).  

 

7. 事实上, “女人蒙头、男人不蒙头”的做法

是使徒保罗从主耶稣领受的“使徒的传

统”(Apostolic Tradition)  —  带着主所授权

于使徒, 属于大使命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20; 也参 徒2:42), 

并且按神的旨意, 这“使徒的传统”是要一

代接一代地忠心传递下去(提后2:2). 简之, 

蒙头的真理(男人不蒙头、女人蒙头, 林前

11:4-5)是主的命令, 是普世所有召会都该

遵行的训令(precepts), 而非像一些人所说  

—  可自行选择要不要遵守, 或可有可无的

传统.67   

 

有些人曲解了第 16 节. 根据他们的看法, 

保罗是在说: “若有人不同意我们的看法, 他就该

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去要求女人蒙头, 以及

要求男人不蒙头, 因此, 你喜欢怎样做都可以.” 

事实上, 没有任何认真查考圣经的人会接受此看

法; 因为这正是保罗所没有讲, 也是他要反对的

(保罗写了这么多, 就是因为他反对哥林多人喜

欢怎样做都可以). 他要人知道一点: 他在这里教

导哥林多信徒的真理, 也是神的所有地方召会所

领受的教导和实践的真理. 这最后一节(第 16 节)

亦强调说, 那附加的遮盖物, 即用蒙头巾来遮盖

头, 是众召会所该实践的做法, 特别是当召会信

徒聚在一起的时候(第 16-20 节). 

                                                           
67   以上七段是编译者本人穿插的评注(不在克劳

福德原本的文章中), 目的有二: (1) 为要评论克劳福德

对“长发”的解法; (2) 为要先阐解 林前 11:16 的真正意

思, 以帮助读者更容易明白文章接下去所将讨论的“错

谬的结论”, 即许多反对女人蒙头的人士对这节的曲解. 

(D)    重视与彰显基督的头权  

为了明白某种做法的属灵意义, 我们要

发问“为什么”, 并找出它的答案. 这是极其重要

的. 没有任何属灵的人会轻视这些属物质的东西

(physical elements, 指浸礼的水、主的晚餐所用

的饼和杯, 以及蒙头巾). 浸礼的水肯定有极大意

义, 也没有任何属灵的人会尝试省掉主的晚餐所

摆设的饼和杯. 既然姐妹在召会中蒙头和有长发

是彰显基督的特权(编译者注: 有关“长发”请参

上文“编译者的话”), 那么我们相信没有任何明

白此真理的人, 会认为其属灵意义是无关紧要、

微不足道的.68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林前 11:2-16 的诠释 

 

由于哥林多前书

11:2-16 是一段常引起争

议, 也常被人曲解的经文, 

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帮助

读者正确明白这段经文的

真意. 下文主要编辑自马

唐纳(William MacDonald)

对这段经文的注释(注: 编

者另加增补与稍微修订):  

 

林前 11:2-16 集中讨论女人蒙头的问

题(注: 正确来说是“头权”[Headship]的问

题, 因它不仅论及女人蒙头, 也强调男人不

可蒙头, 编者按). 余下的经文则处理与主

的晚餐有关的不当行为(17 至 34 节). 本章

的首段内容引起不少争议. 有人认为保罗

所作的指示, 只适用于他的时代. 有人甚至

争论说, 经文反映出保罗对妇女心存偏见, 

因为他是一个单身汉! 另有人则只管接受

经文的教训, 纵使完全不明白蒙头的意思, 

也只求遵守其诫规. 

 

                                                           
68   上文编译自“A Sovereign Display  —  Headship 

in an Assembly” (Chapter 7),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7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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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使徒保罗首先称赞哥林多召会的信徒如何

凡事记念他, 并坚守他所传给他们的. 这里所谓

“所传给他们的”(KJV: ordinances)在许多英文译

本如 NKJV、NASB、ASV、NRSV、NET 都译

作 traditions (传统), 因为其希腊原文 paradosis 

正有“传统”之意. 但此“传统”不是指多年来召会

承袭的惯例和习俗, 而是指使徒保罗蒙神启示而

得、且要代代相传下去的教训(参 提后 2:2). 
 

11:3: 保罗开始讨论女人蒙头的事. 他的教训是

基于一个事实, 就是每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都建

基在两大基础上  —  权柄(authority)和对该权柄

的顺服(subjection). 世上没有任何社会可以不依

上述原则而又能运作完善. 保罗谈到三种重要的

关系, 都牵涉权柄和顺服. 首先, 基督是各人的头

(原文是“基督是每一个男人的头”); 基督是主, 男

人顺服祂. 第二,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将作头带领

的地位交给男人, 女人在男人的权柄之下. 第三, 

神是基督的头; 甚至对三一神而言, 也由其中一

位(指父神)站在领导的地位上, 另一位(圣子)则

顺命听从. 这些作头带领(headship)和服从头权

(submission)的例子, 都是神亲自设计的, 这在祂

安排的宇宙秩序中是基要的. 首先要强调, 顺服

并不等于“次等”(低一等). 基督顺服父神, 但祂并

不比父神低一等(腓 2:6). 同样地, 女人虽然顺服

男人, 但她并不比男人低一等(加 3:28). 
 

11:4: 男人在祷告或讲道时, 若蒙着头, 就羞辱自

己的头, 那就是基督. 换句话说, 这人不承认基督

是自己的头(把基督的荣耀盖起来). 因此, 这是对

神十分不敬的行动.  
 

11:5: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羞辱

自己的头, 那就是男人. (编译者注: 男人是女人

的头[第 3 节], 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第 7 节]; 换

句话说, 她若不蒙头, 就彰显男人的荣耀, 但在神

眼前, 没有任何属人的荣耀该被彰显, 除了基督, 

正如 太 17:8 所表达的“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69  
 

如果全本圣经只有本节谈论这题目, 那么意思就

是说, 只要女人蒙了头, 就可以在聚会中祷告或

讲道了. 但保罗在其它地方教导, 女人(妇女)在会

                                                           
69   对于“女人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马唐纳解

释为“女人不承认男人从神所得的领导地位, 并不服从.” 

但此解释有不足之处, 因忽略“羞辱自己的头”是关系到

“不蒙头而不当地彰显男人的荣耀”, 使她的头(男人)蒙羞. 

中要闭口不言(林前 14:34), 她们也不可以教导或

辖管男人, 却要沉静(提前 2:12). 她在聚会中应安

静地祷告, 因为提摩太前书 2:8 说明了这种限制, 

只准男人公开祷告. 在其它时间, 她可以开声祷

告或默祷. 她也可以在主日学时间教导其它妇女

(多 2:3-5)或向儿童讲道. 
 

11:6: 女人若不蒙着头, 她大可以剪了头发. 女人

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她就应蒙着头. 女人不

蒙头, 情况就跟把头发剪掉般羞耻. 保罗并不是

建议她到理发店去, 他是指在道德上若要一致, 

就要这样做!  
 

11:7： 保罗从本节到 10 节, 追溯创造的次序, 以

说明女人要顺服男人. 有人说女人蒙头的教训, 

只适用于保罗时代的文化背景, 却不适用于今天. 

保罗上述论据却足以完全否定这种观点. 男人作

头带领, 女人予以顺服, 这是神从起初所定的次

序. 首先, 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而女人是男人

的荣耀. 意思是男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负责管

理全地. 男人没有蒙头, 是无声地证明这事实. 女

人却从来没有得着这作头带领的地位; 她是男人

的荣耀(所以她要蒙头, 把男人的荣耀遮盖起来, 

好叫只有基督一者的荣耀被彰显出来 , 编译者

按). 在祷告时,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否则就等于

将基督的荣耀盖起来, 即羞辱了神圣的主. 
 

11:8: 跟着保罗提醒我们, (在最先的创造中)男人

不是由女人造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造而出的. 

首先被造的是男人, 女人乃是由他的肋骨造出来

的. 这有关人类被造的先后次序, 加强保罗所说

“男人作头带领”的论据. 
 

11:9: 保罗继而提到创造的目的, 以此确立他的

论点, 并且表明主要不是男人为女人而造; 而是

女人为男人而造. 耶和华在 创 2:18 明确地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11:10 女人既要顺服男人, 因此应当在头上有服

权柄的记号. 这服权柄的记号就是蒙头, 而这里

所指的不是她自己的权柄, 而是顺服她丈夫的权

柄(或指顺服男人作头带领的权柄). 为什么保罗

要加上“为天使的缘故”这一句话呢? 可能是因为

天使会观看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事, 正如他们观

看在创造时所发生的事. 在起初创造时, 他们看

见女人错误地取了作头带领的地位(她主使男人

吃禁果, 创 3:6). 她替亚当作决定, 取代了亚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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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 犹太男

人敬拜时必须蒙头 

头带领的地位. 结果, 罪因此进入人类的世界, 带

来不可言喻的悲惨与痛苦后果. 神并不希望人在

新的创造中重蹈起初创造的覆辙(重犯起初的错

误). 祂希望当天使向下看时, 会看见女人顺服男

人, 并以蒙头作为外在的顺服表现. 或许我们应

在这里稍停下来, 指出蒙头是一种外在的标记

(sign), 只有当这标记是象征内在的美德时才有

价值. 换句话说, 一个女人可能蒙了头, 却没有真

正地顺从丈夫. 这样的话, 蒙头就毫无意义了. 最

重要的事, 是从心底里真正的顺从; 这样, 女人蒙

头就真正有意义了. 
 

11:11: 保罗并非表示, 男人完全独立于女人(不再

需要女人), 所以他为此补充说: “然而照主的安

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换句话说, 男

女是彼此倚靠的. 男女两方彼此需要对方, 而顺

服的观念, 与彼此倚靠的观念并无冲突. 
 

11:12: 从创造的角度来看, 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她是由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 但保罗指出, 男人

也是由女人而出. 他所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 男

人是由女人生的. 所以, 神造出这个完美的平衡, 

表示两者的存在不能没有对方. “万有都是出乎

神”, 意思是万有都是祂所命定的, 因此没有可埋

怨的理由. 这些关系不但由神所立, 目的也是要

荣耀祂. 这一切应足以使男人谦卑下来, 也使女

人心悦诚服. 
 

11:13:  使徒保罗向哥林多信徒挑战, 要他们自己

审察, 好断定“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 是合宜的

吗?” 他要他们凭着“本性”(nature)  —  本能直觉

(instinctive sense)  —  去判断此事. 用意是说, 女

人不蒙着头来朝见神, 是不恭敬、不端庄的. 
 

11:14: 保罗并没有说明本性(nature)如何指示我们

男人留长头发是可耻的. 有人认为男人的头发若

自然生长, 是不会像女人般长发披肩. 男人若留

长头发, 就会像个女儿家. 在大部分的文化里, 男

人所束的头发较多是比女人还短. 
 

11:15: 本节普遍被人所误解, 有人认为既然女人

的头发是给她作盖头的, 她就不须用什么来蒙头

了. 然而, 这种解法却完全歪曲了经文的意思. 大

家必须明白本章其实提到两种盖头; 否则, 经文

的内容就会很混淆了. 这点从第 6 节便可看出. 

这节说: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如果

应用上述错误的解法(有头发盖头就代表有蒙头), 

那么这节就读成“女人若不蒙着头, 即没有头发

盖头, 她就该剪了头发.” 显然, 这是荒谬的. 如果

她已没有“头发盖头”, 怎能够去剪头发呢!  
 

本节的真正论点是: 在属灵层面和人的天然本性

之间, 两者是有真实类比(real analogy)的关系. 神

赐给女人一种天然的盖头(即长发), 它是荣耀的, 

是神没有赐给男人的. 这方面含有属灵的意义, 

因它教导说: 当女人向神祷告时, 她应该以蒙头

巾来遮盖她的头(正如按本性[自然情况]来说, 她

有长发盖头一样). 那对本性而言是真实的事, 在

属灵领域上也是一样. 
 

11:16:  使徒保罗用这样的

声明来结束这段经文: “若

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

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召会也

是没有的.” 不少人认为, 保

罗是指他刚说的, 并非重要

到必须争辩一番. 这样理解

正确吗? 他是否表示, 在召

会里并没有女人蒙头的规矩? 他是否表示, 这些

教训并不是绝对的, 不需把女人蒙头看为主的命

令, 一定要女人遵守不可? 这样的诠释真令人稀

奇, 但却是现今流行的说法. 这样的诠释也就是

说, 保罗认为这些有关女人蒙头的指示其实无关

紧要. 但若是这样, 他为何要足足花了半章经文

的篇幅来说明女人要蒙头呢! 
 

本节最少有两种可能的诠释, 是符合上下文的. 

其一, 使徒保罗的意思会是, 他预料有人会因这

些事情起来辩驳(要提出反对女人蒙头的理由, 

或反对男人不蒙头的理由), 但他补充说, 我们却

没有这样的规矩(指为这些事争辩的规矩). 我们

不会为这些事争辩, 只接受它是从主而来的教训. 

另一种诠释, 是凯利(William Kelly)所支持的, 指

保罗的意思是: 关于女人在祷告或讲道时不蒙头, 

神的众召会并没有这种规矩.70  
 

英国的柯尔斯(Howard Coles)正确指出, 林

前 11:2-16 是圣灵通过保罗要对付在头权(headship)

                                                           
70   上文改编自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香港尖沙咀: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699-702 页; 

也参考其英文版: Wm. MacDonald,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rev. 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0), 第 600-6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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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服(subjection)的事上所发生的混乱(disorder). 

许多人不重视或不理会这整篇信息, 因误认为它是

某民族当代的文化(特指第一世纪哥林多人的文

化), 而非普遍适用于今日的召会. 但柯尔斯以这段

经文所提到四件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事, 来反

驳上述所谓的“文化因素”. 这四个事实是: (1) 神设

立的头权(林前 11:3); (2) 按创造的次序(林前 11:8-

9); (3) 为天使的缘故(林前 11:10); (4) 按本性的指

示(林前 11:14-15). 以上这四个超越时代或地方限

制的普世性事实, 证实即使在现今时代, 女人在召

会中需要蒙头71 

 

最后, 让我们以艾朗赛(H. A. Ironside)的劝

勉作为总结: “这是一个试验(test), 看看我们是否

愿意顺从神, 或是顺从今世的潮流或规律. 基督徒

是已经为基督的缘故而离弃世俗的人, 已背向这世

界那将要消逝的潮流, 并归向从天而来的主. 我的

弟兄姐妹, 我恳求你们, 记得这句话, ‘人在自己以

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罗 14:22). 你

要在神面前决定如何对待这样一篇信息, 它关系到

一个很久以前就遵行、但至今对你仍有属神权威

的惯例; 不要越过你的良知. 你要寻求在凡事上顺

从永生神的话, 因为这才是蒙福的途径.”72 

 

 

*************************************** 

附录二:   被圣灵带领的人无法控制自己? 

 

 哥林多召会的信徒很有恩赐, 以致保罗称

赞他们说: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

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祂里面凡事

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林前 1:4-5), 甚至赞他们

“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林前 1:7).  

                                                           
71   Howard Coles, “If the Woman be not Covered”, 

in Day by Day Bible Commands, edited by John Bennett 

(West Glamorgan: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6), 第 260页. 

赫丁(John Heading)也指出, 保罗在第 3 节列出了头权的

原则后, 就提出三个理由支持头权: (1) 属灵的理由: 彰

显基督的头权, 而非人的头权(4-5 节); (2) 创造的理由: 

彰显基督的荣耀, 而非人的荣耀(6-10 节); (3) 本性的理

由 : 外在行为与天然本性必须相宜 (13-15 节 ), John 

Heading,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第 166 页. 
72   H. A. Ironside, Addresses on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38), 

第 339-340 页. 

然而, 满有恩赐并不同等于属灵成熟, 因为

哥林多召会极其严重的问题之一 , 就是 “混

乱”(disorder), 特别是在召会的次序上(church order, 

或译“召会的秩序”). 正因此故, 保罗用了长达 4 章

的篇幅, 详细讨论有关召会秩序的问题, 以强调在

神的召会中 ,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

行”(林前 14:40). 

 

或许有信徒会反驳保罗说, “我在圣灵的带

领下 , 无法控制自己所作所为”. 保罗在  林前

14:32-33 提醒信徒: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

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苏格兰的亨特

(Jack Hunter)对 林前 14:32-33 的评述非常中肯贴

切, 他写道: “我们注意到先知是可以完全控制自己

的, 这点很有启发, 帮助我们摆脱蒙昧. 这也与 林

前 12:2 的情况(指有信徒在未归信主前被邪灵牵

引迷惑, 受制于邪灵)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在这里

(特指 林前 14:27-31), 虽然处在圣灵超然的影响下, 

先知仍然有个标记, 即完全可以控制自己, 顺从圣

灵的引领, 因而有能力明智地参与(指运用属灵恩

赐来讲道), 并在情况需要时让步给他人参与.” 

 

亨特继续写

道: “在神的召会中

按照这样的程序或

常规(procedure), 显

明了神是至高无上

的控制者 (supreme 

Controller), 并显示

祂是一位不喜欢混乱的神, 厌恶没有次序的情况, 

喜爱安静与和谐(参 林前 14:33). 因此, 当一切在很

有次序与平静的情况下进行, 神就得到尊荣, 祂的

特性就得以真实地反映出来; 反之, 若聚会是在吵

闹混乱和没有次序的情况下进行, 那么神就蒙羞受

辱, 这样的聚会也歪曲了神的特性(让人误以为神

喜爱杂乱无序的混乱, 编译者按). 当圣徒参与如此

神圣的事奉, 执行神圣的操练时, 这样的次序、平

静与和谐情况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所有圣徒的众召

会所该具有的标记, 此乃保罗总结时所强调的. 让

我们谨慎, 免得我们忽视了所有聚会所该清楚表现

的这种神圣尊严(holy dignity).”73  

                                                           
73   Jack Hunter, “1 Corinthi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4),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6), 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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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解经                      微光 

 

读经乐(二): 

工人与工具的装备 
  
(文接上期) 

(D) 工人与工具的装备 

诗人说: “祢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诗 119:130). 读经最大的喜乐在

于得着神话语的“亮光”, 明白神话语的“意义”. 

单是阅读而不明其意, 就得不着亮光, 失去意

义, 所以读经者必须也要学习查经或解经.  

 

解经的人要作一个“无愧的工人, 按着

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按着正意分

解”(KJV: rightly dividing)在希腊原文只有一个

字  —  orthotomeô {G:3718}, 直译为“准确地

( ortho )切割( tomeô )”. 赖若瀚写道: “ ‘分解’

一词有 ‘切凿而

使之正直 ’的意

思 . 在此与 ‘工

人 ’连在一起使

用, 意指一个巧

匠将石头切凿而

使其形状适合于

建筑物的建造 . 

将这比喻用于解经的事上, 显明‘无愧的工人’

必须将神话语的每一部分解释得正确, 处理得

恰当, 使它们能配合在一起而产生意义.”74  

                                                           
74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

源中心, 2008 年), 第 23-24 页. 此外, 麦克阿瑟(John F. 

MacArthur)认为保罗是织造帐棚的, 他所用的字眼可能

与这职业有关, “当保罗织帐棚时, 他使用一定的模式. 

当时的帐棚是用动物的皮组合设计而成, 每一块皮都要

精细地切割配合. 保罗说: ‘若不准确地切割每一块皮, 

则无法恰当地配合成一个整体.’ 查考圣经也是同样道

理. 若没有正确地解释经文的不同部分, 则整体的信息

亦无法正确地衔接. 在查考、解释经文时, 基督徒应当

准确地切割、精细地分析.” 引自 苏克著 , 杨长慧译, 

《基础解经法》(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1996年), 第 21页. 

一个解经的“工人”之所以能“无愧”, 必

须同时具备两方面的要素. 首先, 他必须具备

一些在心志上或技巧上的装备与操练, 这是

“工人”本身该具有的特质. 另一方面, 他也必

须具备各样合用的工具, 以方便在解经时使用, 

这是“工具”方面的装备. 

 

(D.1) 工人方面的装备 

 赖若瀚提出“工人”须有的四大装备: 

1) 必须已经重生得救: 属血气的人(即未重生

得救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林前 2:14), 

所以他们读经时可能会不明经文所言. “人

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 正如

蚂蚁不能懂得人的话语和思想, 属血气的

人也无法领会属天的事.75  

2) 必须倚靠圣灵的光照: 圣灵要引导门徒明

白(或作“进入”)一切的真理(约 16:13). 圣

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林

前 2:12-13), 而 约壹 2:27 也表明“主的恩膏

(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76 

3) 必须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读经的主要目的

是为要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乐意遵行, 叫人

得益, 叫神得荣(提后 3:16-17: “…预备行各

样的善事”). 主耶稣也说, 人若立志遵行神

的旨意, 就必晓得(指实际经历上的领会)那

出于神的教训(约 7:17). 

4) 必须受过教育的训练:  

a) 基本的教育: 必须识字, 懂得阅读, 因圣

经是用人的语言写成, 有一贯的语言与

文化的使用法则, 也有历史的背景. 

                                                           
75  属血气的人既不明白神的话(指福音而言)又怎

能得救呢? 答案是: 他们必须“蒙圣灵光照”而明白神的

话, 然后信靠神的话所说的. 可惜不信的人可在蒙光照

而了解圣经信息的意义之后, 却不愿接受.  
76  由于一些人对“圣灵的光照”有些误解, 所以赖

若瀚提醒以下几点: (1) 圣灵的光照并不否定人努力的

追求与恒心的研读圣经(神不鼓励人懒惰!); (2) 圣灵的

光照并不排除使用工具书与解经参考书的可能(参下文

的工具书); (3) 圣灵的光照并不等于说圣灵帮助解经者

寻求所谓“隐藏”的意义(一切的解经必须依照文字语法

最自然、最常用的意义来了解, 即实义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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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圣经的知识: 研读圣经最好能掌握圣经

整体的信息, 了解它写作的各种背景, 

明白圣经主要的基本教义. 

c) 原文的造诣: 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

的, 新约圣经则用希腊文. 因此, 掌握这

两种圣经原文对解经肯定有益. 赫拿

(Harold Hoehner)贴切表示, 了解原文的

人如同看彩色电视, 观看时画面清晰明

确; 不懂原文的人就如同看黑白电视, 

观看时明白整体意义但不那么清晰明

确. 感谢神, 读经者现今可借助各种工

具书来学习和了解圣经原文.77 

 
 

(D.2)  工具方面的装备 

古人说得好: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

器”, 又说: “磨刀不误砍柴工”,  意谓事先作好

充份的准备, 选择精良的工具, 必能提高工作

的效率.  研读圣经也是如此. 基本的研经工具

主要有六种, 即圣经译本、圣经助读本、经文

汇编、圣经词典和百科全书、圣经注释书, 以

及圣经地图.78 

 

工具书 特征 功用 推荐的参考书/工具 

1 
 

圣经 

译本  

 

将圣经

的经文

从原文

翻译成

另一种

语文 

使人可

以读得

明白, 

或可以

比较不

同圣经

译本的

经文 

1. 中文译本如《和合

本》、《新译本》 

2. 英文译本如 KJV、

NKJV、Darby、

NASB、NIV 等等 

3. 电脑软件 e-Sword 

( www.e-Sword.net ) 

4. 手机软件《精读圣经》 

2 

 

圣经助

读本 

在每卷

经卷之

前提供

导论文

章, 在

经文间

放入附

注解释 

让读者

可以一

目了然, 

采用辅

助性的

资料去

明白圣

经 

1. 《圣经启导本》 

2. 《新国际版研读本

圣经》 

3.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4. Newberry Reference 

Bible 

5. Thompson Chain-

Reference Bible 

                                                           
77   请参本文附录一: 学习圣经原文.  
78    请参本文附录二: 研读圣经的基本工具. 

3 
 

经文 

汇编 
 

收集圣

经从创

世记至

启示录

中所有

重要字

词的出

处 

1.容易

找出经

文的出

处 

 

2.方便

作字词

的研究 

1. 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2. Young’s Analytical 

Concordance 

3. 王正中编著,《圣经

原文字汇中文汇编》 

4. 电脑软件 e-Sword 

( www.e-Sword.net ) 

5. 手机软件《精读圣经》 

4 

 

圣经 

词典  

和 

 圣经百

科全书 

 

解释圣

经主要

的字与

词的背

景及意

义(圣经

百科全

书比圣

经词典

有更详

尽资料) 

1.解决

字义的

难题 

 

2.找出

背景的

资料 

1.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2.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4 vols.) 

3.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5 vols.) 

4. Vin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5. New Bible Dictionary 

6. 电脑软件 e-Sword 

( www.e-Sword.net ) 

7. 手机软件《精读圣经》 

5 

 

圣经 

注释书 

 

 

按照圣

经各卷

的次序

逐节逐

句解释

经文的

意义 

1.使人

明白圣

经各卷

的信息 

 

2.解决

经文难

解的问

题 

1. 马唐纳著, 《活石旧

约圣经注释》 

2. 马唐纳著, 《活石新

约圣经注释》 

3.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6 vols.) 
4. Walvoord &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2 vols.) 

5. Gaebelein’s Concise 

Commentary 
6. John Phillips, The 

Exploring Series  

7. 电脑软件 e-Sword 

( www.e-Sword.net ) 

8. 手机软件《精读圣经》 

6 
 

圣经 

地图 

 

展示有

关圣经

地理环

境的地

图, 并

且加以

略述 

使人知

道各地

方的所

在及它

们在地

理上的

关系 

1. 梁天枢著, 《简明圣

经史地图解》 

2. The Macmillan Bible 

Atlas 

3. Baker’s Bible Atlas 

4. 电脑软件 e-Sword 

( www.e-Sword.net ) 

D
ictio

n
ary

 &
 

E
n

cy
clo

p
ed

ia 

B
ib

le 

V
ersio

n
 

S
tu

d
y

 

B
ib

le
 

C
o

n
co

rd
an

ce 
C

o
m

m
en

tary
 

B
ib

le
 

A
tlas 

http://www.e-sword.net/
http://www.e-sword.net/
http://www.e-sword.net/
http://www.e-sword.net/
http://www.e-swor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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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结语 

 研读圣经的人好比一个工匠, 必须学有

专长, 对研经的工夫具备纯熟的技巧; 与此同

时, 也必须具备良好的工具, 才可以发挥所长. 

故此, 工人的功力与工具的装备, 两者须同时

具备, 缺一不可.79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学习圣经原文 

 

1524 年,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就圣经

原文的价值写了一段评论说: “由于我们热爱福

音,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语言. 神用两种语言写圣

经, 用希伯来文写旧约, 用希腊文写新约, 决不会

是毫无理由的. 神所没有藐视, 反而从所有语言

中拣选出来记载祂的话的语言, 我们应格外重

视, 超过其他语言. 我们不学习圣经所用的这种

语言, 可说是罪过、耻辱, 何况神已经给了我们

学者和书籍, 又赐予我们一切, 借以帮助和激励

我们去完成这份工作.”80 马丁路德的这番话道

出了圣经原文的宝贵价值, 以及我们信徒学习圣

经原文的责任.  

 

今日, 神不仅“已经给了我们学者和书籍”, 

甚至方便到“点指可得”的地步, 因为现今已有许

多“自学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网站. 有心学习圣

经原文的读者, 可尝试到下列网站学习: 

 

(a) 希腊文(Greek):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

hwu.html (名为“希腊文教室”, 属于入门简介) 

 https://www.billmounce.com/greek (或直接点

击以下网址以进入此网站的希腊文课程 : 

https://www.billmounce.com/biblestudygreek/

class ; 可点击内中的视频讲座[video lecture], 

由希腊文学者 William D. Mounce 亲自教授) 

 

                                                           
79   上文主要改编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

(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23-37 页. 
80    凌纳格 (Fritz Rienecker) 著 , 罗杰思 (Cleon 

Rogers)修订, 《新约希腊文精华》(香港九龙: 角石出版

有限公司, 1996 年), 第 vii 页. 

(b) 希伯来文(Hebrew):  

 http://hebrew.fhl.net (名为“希伯来文教室”) 

 http://www.palgemayim.net (此“溪水网站”提

供《古希伯来语教程》三大册, 可免费下载) 

 http://eteacherbiblical.com/free-lessons (此网

站“eTeacher”提供 30 个希伯来文课程, 可点

击内中的视频讲座[video lecture]有效学习; 

若想更深入, 可参 http://eteacherhebrew.com ) 

 

懂得英文的读者有更多优势, 因为许多

圣经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英文工具书都

可在网上免费使用(一些还可免费下载), 请点击

此网站: https://www.csie.ntu.edu.tw/~hil/greek .81 

  

 

*************************************** 
附录二:   研读圣经的基本工具 

 

除了上文推荐的数本工具书或圣经软件, 

读者也可考虑下列参考书, 并留意以下重点: 

 

(A) 圣经译本 (Bible Version) 

圣经的译本可分为三大类: 

1) 直译法(Literal): 即照字译字, 忠于原文的用词, 

结构与表达方式. 优点: 最适用于圣经的钻研. 

弱点: 死板生硬, 读起来不够通畅; 例如: 英文

圣经《钦定本》(AV / KJV, 1611)、《新钦定

本圣经》(NKJV, 1982)、《新美国标准译本》
(NASB, 1971); 

2) 意译法(Free/Paraphrase): 即只取大意, 用译者

的语言重新表达. 优点: 现代读者容易明白. 弱

点: 过份自由以致扭曲经文的原意; 例如: 《当

代圣经》 (Living Bible, 1971)、《增订本圣

经》(Amplified Bible, 1945); 

3) 动力相等翻译法(Dynamic Equivalence): 即尽

量忠于原文的意义, 但遇难解之字句或不同时

代的用语时, 便用相等于现代的用语来表达. 

优点: 在直译法(忠于原文)与意译法(通畅易明)

之间取得平衡. 弱点: 译者可能错解原作者的

用语而用另一种意义翻译出来; 例如: 《和合

本》(1919)、《新译本》(1992)、《新国际译

                                                           
81   中文读者可尝试 孟恩思著, 潘秋松译,《圣经希

腊文基础: 课本》(由美国麦种传道会于 2006年出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hwu.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hwu.html
https://www.billmounce.com/greek
https://www.billmounce.com/biblestudygreek/class
https://www.billmounce.com/biblestudygreek/class
http://hebrew.fhl.net/
http://www.palgemayim.net/
http://eteacherbiblical.com/free-lessons
http://eteacherhebrew.com/
https://www.csie.ntu.edu.tw/~hil/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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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NIV, 1978)、《现代英语圣经》(Today’s 

English Version, TEV, 1976; 此译本也称为

《给现代人的福音》, Good News Bible, GNB). 

 

(B) 圣经助读本 (Study Bible) 

圣经助读本是“一经在手, 包罗万有”, 推荐的有:   

1) Frank C. Thompson, The Thompson Chain-

Reference Bible. Indianapolis: B. B. Kirkbride 

Bible Co., 1982. 

2) Charles C. Ryrie, Ryrie Study  Bible: KJV 

(Expanded Edition). Chicago: Moody Press. 

 

(C) 经文汇编 (Concordance) 

有助于找出经节出处, 方便字词或专题研究:   

1) 潘秋松编著, 《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 美国: 

麦种传道会, 2002.  

2) 王正中编著, 《旧约希伯来文中文汇编》. 台

北: 浸宣出版社, 1989. (原著者是 G. V. Wigram) 

 

(D) 圣经词典和圣经百科全书 

(Bible Dictionary & Encyclopedia) 

圣经词典较简练, 百科全书则有更详尽的资料:   

1) Merrill F. Unger,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Chicago, Illinois: Moody Press. 

2) R. L. Harris, G. L. Archer & B. K. Waltke,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2 

vols.). Chicago: Moody Press., 1980 

 

(E) 圣经注释书 (Commentary) 

注释书可分多种, 有灵修式、研究式(为不懂原

文的人而写)和钻研式(为懂原文的人而写)等类; 

有较详尽的, 也有较扼要的; 有单册也有多册的:82   

1) R. Jamieson, A. R. Fausset & D. Brown, JFB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London: 

Oliphants Ltd., 1961. 
2)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gen. eds.), What 

the Bible Teaches: NT Commentaries (11 vol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3-1998. 

3)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gen. eds.), What 

the Bible Teaches: OT Commentaries (18 vol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00-2018. 

 

(F) 圣经导论 (Bible Introduction) 

1) 马有藻著, 《旧约概论》(修订版). 台北: 台湾

中国信徒布道会, 1998. 

                                                           
82   有关使用注释书的基本原则, 请参本文附录三. 

2) 马有藻著, 《新约概论》(修订版). 台北: 台湾

中国信徒布道会, 1999. 
 

 

*************************************** 

附录三:   使用注释书的基本原则 

 

1) 不要怕接触注释书: 有者提倡只读圣经, 不读

其他书籍. 但此论调是否定“圣灵可以光照你, 

也可以光照别人”, 也不承认“圣灵可以透过别

人的研究心得, 来帮助读经者明白神的话”. 

2) 研经时不要一开始就翻阅注释书: 不自行研究

便先翻阅注释书, 往往限制了研经者从圣灵领

受更多的亮光. 

研经者必须先

对经文细心分

析 , 作出初步

结论 , 然后才

参照注释书 , 

看看自己的解释与圣经学者在注释书中的解

释是否相同(若是不同, 就要思考注释书提出的

论据), 或是看看是否有另外的解释.  

3) 注释书不是“天书”, 并非绝无错误: 即使是学

问渊博的解经家也会有“盲点”(留意不到的地

方). 因此, 对注释书的见解不能照单全收, 须经

过仔细衡量, 才可断定它们的结论是否正确. 

4) 选择注释书必须注意它的写作哲学(理念)与出

版目标(目的): 选择时必须留意下列三点:  

a) 认清作者是谁? 他的神学信仰正统吗? (注: 

“开放派”或“自由派”的学者不信许多圣经基

要教义如童女怀孕生子、基督肉身复活等, 

故要谨慎防备他们著作中的种种错误道理)  

b) 认清出版社, 是保守派或开放派? (注: 开放派

的出版社倾向于出版“自由派学者”的作品) 

c) 认清该书出版的对象与目的, 是纯学术性的

研究(只适合有专门训练的人参阅), 还是给

普通程度的读者? 另外有些是灵修性的注释

书(是记录作者研经心得). 最理想的注释书

是严谨学者提供从四面八方研经而得的意义. 

5) 好的注释书必定会指出经文中难解的问题, 并

提供答案: 一般而言, 好的注释书不单提出作

者认为正确的答案, 更列出支持那答案的论证, 

甚至列举其他各种不同的立场, 逐一讨论.83 

                                                           
83   上文改编自《十步释经法》, 第 307-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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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若瀚 

讲道学堂                      微光 

 

传道讲道与 

“后现代”和 

“E世代”的挑战 
  

(A) 引言 

使徒保罗离世前, 曾语重心长地吩咐提

摩太: “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 总要专

心…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 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

4:2-4). 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如今, 

时候已到, 厌烦纯正道理的世代已到了, 就是

“后现代”和“E 世代”,84 也是今日传道人或讲

道者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根据赖若瀚的观察, 

“后现代”和“E 世代”的特

征, 是在有意或无意间制造

了一种氛围 (atmosphere), 

即以感觉主导人生, 质疑真

理的绝对性. 这种氛围不仅

制造出各种属灵上虚浮的

现象, 且引发种种属灵上的

危机. 这种情况严重地冲击着召会(另译“教

会”), 特别是召会的讲台, 及传道者的讲道.  

 

 赖若瀚在《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

道手册》一书中贴切指出, “后现代”与“E 世

代”正经历严重的属灵饥荒, 只有倚靠圣言的

传讲, 才能解决上述属灵的饥荒. 赖若瀚也中

肯地评论有关回应这挑战所须注意的策略.85     

                                                           
84   有关“后现代”(后现代主义), 请参本文附录一, 

以及 2017 年 10-12 月份, 第 115 期《家信》的“话题论

坛: 绝对的真理死了吗?  —  回应后现代主义(上)”, 载于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3/绝对的真理死

了吗-回应后现代主义上/ ; 至于“E 世代”, 参本文附录二. 
85   以下文章主要改编自  赖若瀚著 , 《食经讲

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册》(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B) 属灵饥荒的严重危机 

 先知阿摩司宣告说: “主耶和华说: ‘日

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

饼, 乾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他

们必飘流, 从这海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 往来

奔跑, 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摩 8:11-12). 

 

 主前第 8 世纪, 北国以色列经济繁荣, 

大家对前景充满信心. 可是, 以色列国民的道

德衰败、诚信破产、灵性枯竭. 这时, 先知阿

摩司领受神的启示, 传讲神将审判以色列人的

信息. 他指出神拯救与恩待以色列百姓, 他们

却忘恩负义, 对神不忠, 所以他们遭神审判, 被

外邦人掳去, 更悲

哀的是, 神的言语

如同旱季的溪水 , 

逐渐减少, 遍地陷

入属灵的大饥荒.  

 

 以色列人因为拒绝神的话 (摩 2:11-

12)、“不听耶和华的话”(摩 8:11), 最终“往来

奔跑, 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摩 8:12 下). 

他们先是“不听”, 后来竟导致“没得听”, 构成

恶性循环. 为什么后来他们虽然寻求神的话, 

却也寻不着呢? 是否因为他们只寻求那些满足

自己私欲的话, 只选择性地听自己想听的话, 

并非诚心实意要遵行神的心意? 不少人美其名

是在寻找神的话, 内心却远离神, 仍然偏行己

路. 因此, 不少假先知在他们中间兴起, 他们渐

渐再也听不到真正从神而来的声音, 落得徒有

宗教的外表, 却背弃了信仰的实质, 即或表面

上仍然寻求神, 神已不在他们中间! 

 

赖若瀚评述说: “阿摩司时代的情况, 在

后现代世界中亦不遑多让(意即阿摩司时代的

情况不比后现代的情况差, 编者按); 人们拒绝

吃真正的灵粮, 只追求一些自己爱听的、想听

的信息, 于是属灵的大饥荒悄然临到. 肉身的

                                                                                               
2014 年), 第 20-38 页. 除了引句和一些特殊情况之外, 

此书中的“教会”一词一律改为“召会”, 以符合此字原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3/绝对的真理死了吗-回应后现代主义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3/绝对的真理死了吗-回应后现代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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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是可怕的, 但属灵的饥荒更可怕, 因为在

不知不觉间已深陷危机而不自知.86 让我们深

一层探讨这些属灵的危机. 

 

(B.1) 世上充斥垃圾食物 

 什么是“垃圾食物”? 它是指害多于利的

食物, 虽然它能为身体提供卡路里(Calorie)或

“燃料”, 但缺乏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等重

要营养元素. 垃圾食物常是多盐、多糖、多

油、多人工色素、多防腐剂等. 多盐会导致高

血压、多糖会产生高卡路里, 进食过多造成痴

肥. 多油会增加胆固醇, 引发心脏病. 许多垃圾

食物吃起来美味可口, 十分吸引人, 甚至令人

上瘾, 但长远来说却对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主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

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 4:4). 主的意思是: 

我们不单在肉身上需要食物, 在属灵上更需要

神话语的供养. 然而, 在每日的生活中, 基督徒

因为吃了太多灵性上的“垃圾食物”, 以致营养

失调. 什么是灵性上的垃圾食物呢? 例如娱乐

新闻、电影近况、网上没经过筛选的资讯、

随意发表意见的聊天室、多人盲目追捧的“八

卦新闻”、世俗的心理分析等, 当中往往充斥

着许多与信仰或圣经价值观相违的论调; 还有

一些内容不雅、意识不良的网站, 对于属神的

儿女来说, 都是有害无益的.87   

 

(B.2) 信徒食欲出现问题 

 当信徒喜欢吃这些资讯上的“零食”, 而

不注重吸收那真正能喂养生命的“灵食”(指那

称为“灵粮”的圣经神言或神的道)时, 食欲及身

体就会渐渐出现问题. 难怪他们信主多年, 仍

无法正常成长. 

 

 魔鬼是个狡猾阴险的恶魔, 他会为人提

供食物, 但他的食物会使人吃后感到更饥饿, 

对它的供应更依赖. 魔鬼正要我们从世上的各

                                                           
86   同上引, 第 20-21 页.  

87   同上引, 第 21-23 页.  

种主义(例如自由主义、放纵主义、后现代主

义等等)与人为的哲学中得到满足, 将我们的

胃口调整到只喜欢吃垃圾食物, 因为它们看来

比“健康有益的食物”(特指神的话)更好吃、更

吸引人, 却是越吃越饿, 越吃越营养不良. 这些

从表面看来, 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但日子

一久, 就会摧毁我们灵性的健康, 使灵命崩溃. 

 

 赖若瀚指出, “后现代”处境中的信徒因

食欲出现问题而引发以下病症: 

1)  厌食症  —  不肯进食: 由于吃了太多的垃

圾食物, 渐渐变得胃口不佳, 对神的话语丝

毫提不起兴趣, 变得根本就不想吃. 

2)  偏食症  —  挑嘴偏食: 只挑一些容易吃的

软性食物, 正如希伯来书的读者, “必须吃

奶, 不能吃乾粮”(来 5:11-13; 参 林前 3:2). 

他们只倚赖主日讲道的信息, 却从来不下

工夫钻研神的话. 一旦供应断绝, 或是有一

天不能再经常参加召会的聚会, 就“无法生

存下去”. 

3)  痴肥症  —  暴饮暴食: 只知上网找资料, 只

要看到一些新奇或特别的信息, 就会囫囵

吞枣(意即不经过分析辨别, 照原样笼统地

接受), 吸收为己用. 又或者不断修读神学

课程, 只吸取知识, 却从来不认真和付代价

地去把所学的真理实践在每日生活中, 以

致“肥头大耳”或“脑袋膨胀”, 但四肢萎缩.88 

 

 传道者所面对的信徒或听众对神话语

的胃口如何? 这是关键的问题. 他们会否像上

文所说的厌食、偏食或暴食? 是时候用健康的

灵粮  —  神的话  —  来喂养他们, 使他们恢复

正常和极佳的胃口, 对神的话充满渴慕. 

 

(B.3) 今日召会讲台趋势 

 旧约的约伯“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

事”(伯 1:1),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如约伯所表

白的: “我看重祂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需用的饮

食”(伯 23:12). 因此, 忠诚地传讲与教导神的道, 

                                                           
88   同上引, 第 2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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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ck Lawless 

乃当务之急. 然而, 赖若瀚坦诚地说道: “今日

教会正面临一大危机, 是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将

圣经与讲道‘边缘化’了. 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下, 

不少传道者为迎合会众的‘消费者心态’, 将圣

言的教导淡出, 迁就人的喜好, 只传讲一些安

慰人、取悦人的信息, 以此吸引会众.” 

 

 使徒保罗清楚说明, 在末后的时代, 由

于信徒耳朵发痒, 便制造出一批假师傅(提后

4:3),89 他们专门送出垃圾食物, 包括种种深受

世俗主义影响的道理、人生哲学, 甚至所谓的

“福音”或“神学”, 如“悦乐福音”或“成功神学”

等. 如果群众喜欢拜金牛犊, 自然有哗众取宠

的传道者为他们制造“金牛犊”; 如果群众耳朵

发痒, 厌烦纯正的道理, 自然有“采耳师傅”出

现, 迎合“顾客”的需求. 他们所传的道似是而

非, 并不符合福音信仰的内涵. 然而, 这世代中

却有不少信徒, 因为厌烦纯正的真道“太过于

保守、单调与绝对”, 便对这些新兴的论说惊

为天人, 趋之若鹜.90 

 

 赖若瀚评论道: “教

会属灵贫穷的主要原因, 是

人不愿或不能听从神的话. 

倘若讲道者个人能按照神

的话来生活, 会众也会乐意

仿效. 然而, 若是讲道者不

能忠心传讲兼顾现世情境

的圣经真理, 会众便看不到实践神话语的路向. 

他们茫然不知方向, 个人灵命和群体生活就无

法真正迈向成熟.” 

 

 罗列斯(Chuck Lawless)是一教会咨询

机构的负责人, 也是一位神学教授. 他经常派

“探子”到教会去, 目的是帮助教会能面对问题, 

迈向健康的成长. 在 2003 年 8 月一期的“教会

探子八大剖白”一文中, “探子”们在所参加的

                                                           
89   提后 4:3-4: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

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傅.” 
90   “趋之若鹜”意思是像成群的鸭子一样争先恐后

地跑过去(鹜: 鸭子); 比喻许多人争相追逐, 赶紧跟从. 

教会中, 发现共有八项弱点. 其中一项是讲道

时常忽略圣经、乱用圣经、脱离圣经. “探子”

们坦白说, 如果他们是普通信徒, 日后将不会

回到这些教会去, 因为讲道不达标! 

 

 在某次释经讲道大会中, 苏颖智一针见

血地道出“后现代”世界的召会讲台有五个主

要趋势. 赖若瀚借用苏颖智的观点, 加上他个

人的观察, 尝试说明以下五个趋势. 

 

1)  仅引用经文而非诠释经文: 后现代世界的

讲台虽然引用圣经, 却只是将一些新闻或

故事, 加上一些个人的心得放在一起, 缺少

真正出自圣经本身的信息, 经文变成一种

调味品而不是主菜, 就像只是给讲章洒上

一些“圣经粉末”, 就可以端出来供应会众. 

 

2)  多强调经历而少注重真理: 后现代世界是

一个注重感官, 拒绝接受真理约束的时代. 

圣经的权威和绝对性也受到严重的质疑. 

因此, 部分传道者讲道时不免避重就轻, 不

敢正面宣讲真理, 只是强调个人主观的经

历, 或以吸引人的属灵见证, 代替对真理本

身的阐释. 

 

3)  重改善生活而轻追求生命: 不少讲台只选

取一些正面的、安慰人、鼓励人的经文, 

却没有正视圣经中神对人生及世界更全面

的信息; 而且信息多半只针对改善生活, 却

少有挑战要迎向更高的层次, 例如作门徒

付代价. 当传道者没有传递圣经整全的信

息, 便不能挑战人去正视生命的真相, 并达

到神对人、对教会、对社会的真正要求. 

 

4)  只注视当下而未放眼永恒: 后现代的讲道

者很容易落入的另一个陷阱, 就是只触及

一些方法和技巧上的课题, 例如怎样改善

某些情况、如何达成某种目标等, 却少有

着眼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 他永恒的计划

和旨意, 以及神的子民在世上的使命、永

恒的奖赏等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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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Wells 

5)  取以人为本而弃以神为本: 后现代讲道者

还会落入的陷阱之一, 就是所讲的道只有

扁平的视野, 而无深度的视野. 其传讲的信

息, 只是一些对人生短暂有益、似是有见

地的肤浅教诲, 却根本没有凸显出圣经真

理的特性, 或基督福音不可替代的本质. 这

样的讲道, 只不过是颇为动听的、略带基

督信仰意味的教诲而已, 跟信奉民间宗教

或其他哲理之人士的论述没有多大区别; 

所讲的道失去了神启示的本质, 不是源于

神, 也不以圣经和福音真理为中心. 

 

魏 尔 斯 (David 

Wells)曾形容高举圣言的

传道者是“无家可归者”. 

他们在世俗的社会中没有

落脚地, 在召会也没有. 他

们若是强调真理, 世界会

排斥他. 然而, 因为召会逐

渐趋向世俗化, 所以在召

会中也没有立足之地.  

 

赖若瀚说得好: “今日讲台的信息是否

因为迁就听众而有所偏废? 真正为神而宣讲的

人, 绝不能因为人们想听什么便提供什么, 不

能因为‘市场刺激’便将‘产品’改头换面! 讲道

者真正忠诚的对象是神, 而不是当下拥护他们

的人. 传道者能否在消费主义冲击之下仍能忠

于(神的)托付? 还是窃取了神在教会中唯一配

受敬拜的地位?”91  

 

 

(C) 圣言传讲是最终良方 

面对“后现代”与“E 世代”所带来的黑暗, 

我们更要传讲神的真道, 因为“祢的言语一解

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诗 119:130). 诚

如赖若瀚所指出, 在这急剧改变的时代, 同时

向我们展现光明与黑暗, 绝望与盼望. 而这份

盼望能否真正保存和实现, 实在有赖我们能否

                                                           
91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24-27 页. 

以真正的生命之粮来喂养神的群羊, 让他们从

神的话语中得到满足, 并且得着生命的真道. 

让他们在这充满黑暗和腐朽的世界中行走时, 

仍能有神的道  —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  作

为导引. 

 

 世界各地不同社会饮食的习惯大为不

同; 在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下, 人们对食物

也有不同的爱好. 虽然如此, 不论东方人、西

方人、男女老少、皇室贵族或平民百姓, 主要

的饮食都必须吃得有营养, 才能维持健康. 神

的子民属灵生命的成长亦是如此, 必须从那真

正忠心、按时分粮的仆人手中, 获得真正的生

命之粮, 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养分, 供应灵命

成长所需. 

 

(C.1) 圣经信息是唯一的健康食品 

 与世俗资讯的“垃圾食物”不同的是, 圣

经提供从神而来的话语, 其信息提供信徒灵命

所需的唯一健康食品. 

 

1)  神的话语是健康的生命之道: 圣经中有不

少地方以食物来比喻神的真道; 例如: 神的

道如灵奶 , 能培育初信徒 (彼前 2:2; 来

5:11-14); 神的道是生命的粮, 能滋养灵命, 

供应生命所需(约 6:63; 腓 2:16; 约壹 1:1; 

徒 5:20); 神的道如蜂蜜, 让人吃下感到甘

甜(诗 19:10; 诗 119:103). 这些都与垃圾食

物不同. 因此, 作为神的仆人, 实在要认真

思考怎样传讲这生命之道, 才能不负所托. 

 

2) 神的话语是养育灵命的必需品: 神借着使

徒彼得勉励信徒渴慕灵奶, 要在属灵上长

大成熟(彼前 2:2), 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要

信徒从渴慕灵奶进到能摄取干粮的地步

(来 5:12-14). 所谓“长大成熟”不仅是能辨

别是非, 也意味着心思意念被神的话所塑

造, 生命有所改变, 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 

保罗也要提摩太“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

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提前 4: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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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的“真道”是指“信仰的对象”(object of 

faith, 即所信的事物或道理), 而“善道”是

“教义”(doctrine), 可指真理或教训; 对于所

信的圣言和圣经教义, 若是按着正意来分

解, 就能让神的仆人得到美好的“养育”. 有

趣的是 , 这节的 “教育 ”一词在原文是 

entrephô {G:1789}, 意即“养育”. Entrephô 

一词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这一次, 而希腊文 

trephô {G:5142}可意为“将牛喂得两腮饱

满”; 在这词前面加上希腊文前置词  en 

{G:1722}(意指“在里面”), 是更形象化地描

绘“把牛头也放在饲料当中喂饱”, 这与哥

林多前书 3:1-4 及希伯来书 5:12-14 的“从

喂养的食物而得丰盛的生命”之意思相近. 

保罗要提摩太在真道上得到喂养, 以致他

得着力量去喂养神的群羊(指信徒). 

 

3) 神的话语是顺从之后才得滋养: 神的子民

要健康地生活, 必须遵行神的话. 正如以赛

亚所说: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

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甘, 

心中喜乐”(赛 55:2); 又如雅各所指出的, 听

道而不行道 , 对灵命没有真正的助益(雅

1:22-25). 若不能接受神话语的权威, 或在

神的话语之外另立权威, 又或知道神的道

却不愿付代价去遵行, 神的子民便会在灵

命上日渐萎缩. 短期之内或许还不见其亏

损, 但日久便会偏离正道, 失去作为神的召

会或神的子民在世上应有的影响力.92  

 

(C.2) 召会讲台是重要的事奉核心 

 赖若瀚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虽然今日

科技发达, 资讯爆炸, 但讲台的事奉却是不能

取代, 是重要的事奉核心. 因为讲道者是神选

召的仆人, 从祂领受了当讲的话, 向祂的子民

发出召唤. 他还要把圣经中一贯的真理, 向教

会和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阐明. 然而, 当传道者

不再看重讲道, 觉得这不过是崇拜中的例行公

                                                           
92   同上引, 第 27-29 页. 

事, 每个主日只是敷衍了事, 东拉西扯说点迎

合会众的话, 讲台便日渐失去动力. 今日世代

的会众, 有时会给传道者压力, 他们认为单线

传述的讲道(one-way preaching)不是双线沟通

(指双向的沟通), 不合乎多元世界的传达方式. 

 

 “其实, 好的讲道不会受制于时代. 主日

学虽然可以补充崇拜讲道(指主日讲道)的不足, 

全面而深入地教导圣经, 却不能代替讲道. 因

为宣讲圣言的人, 是带着神赋予的情怀和使命, 

向整个世代发言. 若传道者失掉了这种使命感

和自我认识, 讲道自然缺乏深度, 也失去对神

子民的心志和怀抱. 教会便落得只以事工为主

导, 在堆砌节目方面下功夫, 力求在活动上推

陈出新, 或以建筑物的华丽布置来吸引人; 甚

且只着眼于经营人事关系, 做到面面俱圆, 以

为这样便不愁没有人来礼拜堂. 然而, 宣讲圣

言实在是每个神选召的仆人不可或缺的任务, 

不容本末倒置. 可惜, 今日不少教会的讲道时

间逐渐缩短, 取而代之的是诗歌、见证、话剧

或其他吸引人的节目.” 

 

美国的旧约圣经学者沃尔特 ·凯泽

(Walter Kaiser)早就指出这问题, 说: “无论人如

何层出不穷地提出新的方法与重点, 那唯一能

使教会有活力、纯真又有果效的, 就是传道者

用更新的目标、激情与力量来宣讲神的道.” 

人来到召会, 是要得着从神而来的话语和生命

的粮食, 因此讲道在召会生活与信徒灵命的重

要性是无法取代的. 传道者只有根据神的话语

忠心地去宣讲, 才称得上是位好管家.93  

 

 

(D) 回应挑战须注意策略 

 赖若瀚指出, 后现代主义者对基督徒的

信仰与召会中的宣讲, 并未完全抱持负面的意

见. 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可以体现的信仰, 而非

不切实际的理论. 因此, 在讲道的时候, 传道者

必须让他们看见神话语活泼的功效(来 4:12), 

                                                           
93   同上引, 第 29-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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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他们可以明白的语言(包括词句), 配合实

际的经历(特指生活经历), 甚至运用图像来确

切地诠释神的话语.  

  

 澳洲讲道学者约翰斯顿(或译“约翰斯

敦”, Graham Johnston)在他一本著作中, 引用

一首诗说明他讲道的方式: “我站在门前, 不是

深入在门里, 亦不是离门很远. 这门是世界最

重要的一道门, 是人认识神与进到神面前的

门.”94 他认为传道者必须“站

在门前”, 不要太“深入在门

里”, 这是暗喻传道者若沉迷

于解释圣经的字义, 或只知

传达传统的教义或神学理论, 

而忽略后现代会众身处的环

境及他们的感官和视觉, 就

不能触摸到他们的脉搏、对

准他们说话, 结果是被他们

拒诸门外. 约翰斯顿用这幅图画描绘传道者要

认识时代, 用后现代人能明白的话语来宣讲.  

 

 事实上, 在 21 世纪这样多元又急剧变

化的世代中, 既要忠于圣经亘古常存的真理, 

又要洞悉世情, 明白“后现代人”的处境, 对准

他们的心思意念来说话, 是很不容易的, 这正

是今日传道者的挑战. 赖若瀚写道: “作为这一

代的传道者, 我们当如何应变? … 在种种变化

之中, 又有哪些属灵的真理或传道的方式和信

念是亘古不变, 必须持定的呢? 这些都是十分

重要的课题. … 面对这世代的挑战, 有三段经

文告诉我们三种当存的基本态度: 心意更新变

化、运用诸般智慧与代入会众需求.”  

                                                           
94   Graham Johnston, Preaching to a Postmodern 

World: A Guide to Reaching Twenty-First Century 

Listener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2001), 第 174 页. 

此书也提供了一些资料, 让传道者可以进入后现代人的

心灵世界, 例如在讲道时可以采取互动的方式(第 150

页), 多用归纳式推理(第 151 页), 多讲故事(第 155 页), 

而幽默的传达真理也可让听众印象深刻. 无论如何, 约

翰斯顿建议“多取用影视或话剧等多媒体道具”(第 162

页), 这点必须谨慎, 保持平衡, 免得让影视或话剧多过

讲道, 倚靠多媒体道具而忽略圣灵的工作和传道的职任.  

(D.1) 心意更新变化 (罗 12:1-2) 

 保罗在 罗 12:1-2 说: “所以弟兄们, 我

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

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

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

喜悦的旨意.”  

 

 赖若瀚认为, “心意更新而变化”可表明

传道者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是敞开的, 会经常

寻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传统在最初是怎

样形成的呢?” 如果传道者能培养这样的习惯, 

便能分辨什么是圣经中不变的真理, 什么是人

为的习惯和传统, 从而明白在时代变迁中会众

真正的需要, 以及神完美的旨意.  

 

另一方面, 传道者必须认识他身处的时

代. 在大卫登基前, 以萨迦支派中有 2 百位族

长, 他们有个特点是“通达时务”(代上 12:32), 

能明辨当时以色列人的局势, 了解当下的政治

及社会情况, 懂得为神的子民百姓分辨什么是

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简而言之, 传道者除了要对圣经的真理

有深切认识, 也要对社会时局有所洞察; 明白

世情, 才能指引神的百姓. 传道者必须培养自

己具有胸怀普世的视野和心胸. 如果传道者能

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并且以爱出发, 道

出神对这世代关切之情, 他所传的道就不会让

人感到狭隘无趣, 或根本与信徒日常生活身处

的世界脱了节.95  

 

(D.2) 运用诸般智慧 (西 1:28) 

 西 1:28 说道: “我们传扬祂, 是用诸般的

智慧, 劝戒各人, 教导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使徒保罗鼓励我们

在传扬基督时, 要应用诸般的智慧, 采用各样

适当的方法、工具及管道, 目的是将神的道清

晰地传达, 让人容易明白和接受. 神的真理超

                                                           
95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30-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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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时空, 我们要使用不同的方式, 务求将真道

传送到会众心里.  

 

 我们的神是一位具有创意的神. 祂向世

人启示祂自己时, 也采取各式各样“创意的方

法”, 绝非一成不变. 他不单直接从天上向人说

话, 也借着变化无穷的广阔宇宙与美丽世界向

人说话. 祂曾使驴驹开口(民 22:28), 在墙上写

字(但 5:5-6), 最后更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

世上来(约 1:14); 祂用种种方式来启示祂自己. 

我们因此也可以认定, 传讲神的道绝不会是一

件沉闷无趣的事. 耶稣基督同样是一位充满创

意的主. 祂用充满新意的方法使人对祂的教导

印象深刻, 古旧的经文在祂口中常常有新鲜的

味道. 作为一位负责任的讲员, 我们实在不应

该老是给人家吃旧菜, 或端出千篇一律、单调

无味的菜式!  

 

正如我们上文所言, 后现代世界特别注

重感官, 注重视听效果多于文字信息, 强调多

元化的表达方式. 这些特征, 提醒我们在预备

信息时, 必须运用诸般的智慧, 采取更多元化

的方法和媒介. 以下是一些可以考虑的方式: 

 

1)  讲道的内容可运用动态的工具: 有些召会

透过影音片段作为讲道的引子及例证, 有

助于说明传讲的信息. 使用这些媒介, 就像

以往在讲道中使用引言和见证一般, 不同

的只是使用了现代人更能吸收和明白的方

式. 不过, 要留意在讲道中插入这些影音片

段, 必须有专业的制作技巧, 而且要与信息

作无缝结合; 不然, 无法一气呵成, 讲道效

果反而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弄巧反拙.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谨记, 影音片段只不过

是引子或例证, 而不该取代真正的传道或

讲道. 圣灵使用的是人的传道(提后 4:2; 罗

10:14-17), 而不是这些科技影片; 讲道是主

体, 例证不过是辅助, 绝不可喧宾夺主, 失

去了传道的本质和圣灵的力量.  

 

2) 讲道的形式可采用动态的方式: 事实上, 后

现代的讲道, 可考虑与会众作更多的对话

和互动, 吸引他们的注意, 把神话语的中心

信息, 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心中. 比较传统的

讲道方式是, 讲员温文安适地站在讲台上

宣讲. 但根据近年的观察和体验, 在青少年

人中间讲道, 最好是能缩短彼此之间的距

离, 以较轻松自由的方式来表达.  

 

无论如何, 赖若瀚中肯地表示: “事实上, 在

西方教会中, 有些讲道者认为讲台在讲员

和会众之间造成隔阂, 所以宁可不要讲台, 

自如地在会众中间边走边讲. 不过, 对于传

统教会的会众, 讲台即使不是一种权威的

象征, 讲道者站在讲台上, 也可以让会众较

为集中精神, 仔细聆听. 因此, 讲道者可以

因环境而作出调整, 以配合教会或会众的

处境, 让会众得益.”96  

 

(D.3) 关注会众需求 (林前 9:19-22) 

 使徒保罗在  林前 9:19-22 慎重地说: 

“我虽是自由的, 无人辖管; 然而我甘心作了众

人的仆人, 为要多得人. 向犹太人, 我就作犹太

人, 为要得犹太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

律法以下, 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 为要得律法

以下的人. 向没有律法的人, 我就作没有律法

的人, 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我在神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 基督面前, 正在律法之下. 向软

弱的人, 我就作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 向

什么样的人, 我就作什么样的

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这段经文容易被人误

解, 以为传道人可以没有立场, 

只因应时代的需求而作个圆滑的人. 赖若瀚评

论道: “其实经文的重点是指保罗在传福音时, 

为了让更多人得着福音的好处, 尽量运用不同

的方法适应不同人的需要, 务求让他们较容易

接触和明白福音. 因此, 今日我们传讲神的道, 

                                                           
96   同上引, 第 3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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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提萨(Ed Stetzer) 

也不妨多点发挥创意, … 用未信主的人较能

明白的方式来传讲.” 

 

 在讲道中运用多媒体或寻求与文化的

接触点, 是传道者可以考虑的事. “然而, 创意

和表达形式只是个切入点, 不能代替神的道. 

传福音的方法可以灵活创新, 但福音的本质却

不能改变. 当涉及圣经真理、公共伦理等方面

的立场时, 传道者不能被潮流所冲击(而改变

立场), 将人带到世俗文化里去. 在这时候, 传

道者该坚持主见, 不能只作观望者、‘骑墙派’, 

甚或‘变色龙’.” 

 

 斯提萨(Ed Stetzer)

论及“后现代的讲道”时 , 

有一段话值得深思: “释经

讲道的特质有时会失去了. 

最近我参加一家著名教会

的活动. 他们有一系列的

聚会, 名为‘某某教会电影

会’. 就像现今很多的‘先锋

教会’一样, 这是他们例行

的崇拜聚会. 那天, 他们以

梅尔·吉勃逊(Mel Gibson)的

电 影 《 英 雄 本 色 》

(Braveheart)作为崇拜聚会

的开始. 整个聚会一共播放

了六个那部电影的片段. 这

次崇拜的程序十分流畅, 他们所做的也很有意

思(指很有趣). 这教会是在寻求时下文化与圣

经真理的接触点… 唯一的问题是, 他们在崇

拜中丝毫没有宣讲神的道.”  

 

 基督徒要分别为圣, 作圣洁的国度, 才

能影响他人. “因此,” 赖若瀚写道, “我们不能

因为要迎合潮流, 不落人后, 便一窝蜂地去跟

随和追捧一些做法, 而不仔细思想这是否合乎

神的心意. 在创新以适应当代听众的时候, 要

谨记必须守住的最后防线. 这最后的防线是圣

经中所有核心的真理和价值信念, 即整全的信

仰系统. 就如保罗说, 是神的‘纯正话语的规

模’(提后 1:13). 因此要小心, 不可只为了迁就

听众, 而削弱真理的要求或信仰的内容, 更不

要因为他们想听什么, 我们就讲什么. 世界的

市场定律以为, 有寻求就自然会有供应的来源. 

但我们得小心辨别圣经中整全的真理, 不要以

片面的信息, 取代完全的信仰.”97 

 

 

(E) 结语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这是英国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的著名开卷语. 这句话也贴切

传神地描绘我们现今所处的“后现代”和“E 世

代”  —  一个最好也是最糟的时代! 

 

苏友瑞指出“后现代”的一个弊端, 是从

广化到浅化: “网络是最易收集资讯的环境, 却

造成只能进行资料收集而无法进行资料整合

的严重弊病. … 这些只懂收集资料而缺乏深

度资料整合能力的学生, 会进一步变成只懂在

网上剪贴、抄袭资料的学生, 也成为大学通识

教育老师最头痛的问题  —  学生的作业抄袭

网上资料. 虽然网络拓展‘E 世代’的知识视野, 

达到广化效果, 但… 很可能因为浅化导致远

比现实世界媚俗、虚伪.”98  

 

怎样帮助这一代的人仍能寻获生命的

真道, 能扎根于永恒的土壤, 这正是今日传道

者的挑战. 另一方面, “后现代”的人较为注重

直觉, 较容易接近宗教和属灵的事物, 是一种

有利于福音传播的因素. 他们相信有超自然的

事物存在, 愿意亲身去感受、去体会, 这也是

所有传道者在传讲主道时值得留意的取向. 

 

有人曾问美国著名的传道者摩根(Dr. 

Campbell Morgan): “我们是否要顺着时势来讲

道?” 他回答说: “求神怜悯这样的传道者. 我们

                                                           
97   同上引, 第 35-37 页. 
98   同上引, 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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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道不是要顺着时势, 乃是要改变时势!” 这

番话实在是道出了传道者真正的使命和托付. 

结束前, 赖若瀚的提醒是适切的. 他指出我们

在这世代受托作传道者, 必须注意以下三件事: 

 

1) 在面对剧变的时候, 要以不变应万变, 紧紧

跟随永恒不变的基督. 

2) 信仰不能与时代脱节, 但也不能被时代同

化, 要做到“入世而不属世”. 

3) 要看重自己独特的地位与责任, 先作圣洁

的国度, 再作君尊的祭司(如祭司一般将人

带到神面前).99 

 

简而言之 , 

传道者必须先正确

地明白圣经和洞察

时势, 然后忠实地

传讲那有改变生命

之大能的真道, 运

用诸般智慧去传递

神那永恒不变的真

理, 以此回应“后现代”与“E 世代”的挑战. 求主

在祂子民当中兴起“通达时务”(代上 12:32)、

“忠于真道”和“传讲真理”的传道者! 

 

 

*************************************** 

附录一: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麦卡伦(D. McCallum)指出: “后现代主义就

是现代主义之后, 意思是超越现代主义.” 科潘博士

(Paul Copan)进一步解释: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
义的怀疑.” “现代主义”强调人是自主和理性的主

体, 而知识是确定、客观和良善的, 也是人可以掌

握的. 但对“后现代主义”而言, 人是主观的, 知识不

                                                           
99   同上引, 第 37-38 页. 赖若瀚说, 信徒应该先作

“君尊的祭司”, 然后才作“中保”, 把人领到神面前. 信徒

要“把人领到神面前”是对的, 也是信徒该尽的责任, 但

说信徒作“中保”, 可能容易被人误解为错误教义, 因为

圣经明说“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

的基督耶稣”(提前 2:5). 因此, 比较适合的说法是作“中

间人”而非“中保”. 

是确定的, 也不一定是良善的, 这导致“后现代主

义”常对人类和世界前景抱持着怀疑和悲观的态度. 

赖若瀚精简地道出“后现代主义”的三大特征: 

 

1)  对事物多方质疑: “后现代主义”拒绝接受知识

的确定性. 他们相信人类不能单单凭理性而明

白和确认真理, 人类的智力再也不是真理的裁

决者. 除了理性, 还有情感和直觉等. 这导致

“后现代主义”对许多事物都抱持怀疑的态度. 

就如“人生有目的吗?” “人活着确实有绝对的

归宿与意义吗?” “在离婚率节节上升之际, 结

婚真的会比单身好吗?” 不少年青人因此对人

生感到悲观. 

 

2)  注重感官的刺激: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生活形

态 , 推崇人的感官经验 . 人们容易受到声、

色、光、影等具体知觉的影响. 作决定时, 以

感官的体验作为参考指标要多于受抽象的理

论指引. 因此, “后现代文化”强调人有权做自

己喜欢做的事, 不须遵从一些外在的标准或规

范, 更不要别人告诉他们怎样行事为人, 故有

反权威的倾向表现. 

 

3) 没有绝对的真理: “现代主义”有一定的思维方

式, 是比较客观和可以预测的. 然而, “后现代

主义”却如“无定向的风”, 是主观又易变的. 在

“现代主义”下教育出来的人, 依然坚信知识与

真理是确定而可以掌握的. 但在“后现代主义”

教育下的人, 则认为“真理”会因人而异, 不能

确定, 所以拒绝有绝对真理的存在. 

 

简言之, “后现代主义”就是怀疑“现代主

义”, 对它进行反思与批判, 并特别强调没有客观的
真理. 我们常听人说: “对你来说那是真的, 对我而

言未必”, 或者“这只是你的见解”等等. 这些陈述都

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 已经持续影响并改变了西

方文化, 连东方文化也受到影响. 最可悲的是, 它误

导了后现代主义者, 去拒绝圣经的绝对真理, 使他

们失去生命的光, 陷入迷惘和失落的黑暗中.100 

 

 

*************************************** 

附录二:   “E 世代”的现象与冲击 

                                                           
100   此附录改编自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4-8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0 

   

《家信》: 第 118 期 (2018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A) 面对“E 世代”  

 常听人说, 我们今日处在“E 世代”和“I 时

代 ”的危机中 . “E 世代 ”中的 “E”源于英文的

“electronic”(电子). “E 世代”是人伴随着互联网发

展成长的人,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深受电脑与互联

网的影响, 极端倚赖电子媒介为社交、游戏、学

习、寻找资料的伙伴, 甚至让它来主导和操控人的

生活, 取代以往世代既有的生活方式. 

 

“国际互联网”和“脸书”是“E 世代”所常用

的其中两大工具. “国际互联网”(World Wide Web, 

或译“万维网”)用“网”(web)一词来形容这无形的资

讯连接是十分贴切的. “网”四通八达、分布广阔. 

但它也可以将人

“网”在其中, 使人

无可逃脱 , 成为

可怜的“网中人”.   

 

“脸书”(另

译“面子书”, facebook)的面世, 使“网上交友”进入

新纪元, 让不同地方的朋友之间的交流更方便、更

多元化、更不受地域限制, 连那些失去联系多年的

朋友也可以借此平台“彼此相认”. 截至 2012 年 6

月, “脸书”已有近 10 亿用户. 其中大半的人, 也常

在行动装置上使用各种网络媒体; 而“脸书”的用户

则越来越年轻化, 根据 2011 年 5 月美国的《消费

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统计, “脸书”有 750

万 13 岁以下的用户, 10 岁以下的则有 5 百万.  

 

(B) “E 世代”的特征与挑战  

 “E 世代”虽有“时空浓缩”的优势, 却产生

“高举自我”的危机, 也导致“关系疏离”的悲剧. 

 

(B.1) 时空浓缩 

 在“E 世代”里, 人际关系是靠社交网路来维

持的, 这说明全球“既远且近”(英文称之为“glocal”  

—  是将 global [全球性]与 local [地方性]二字结合

而成的英文简写), 而现实就在当下. 今日, 我们到

处都可看到人使用互联网来与别人沟通、消费、

购物、开会、消闲, 甚至订立规例等. “E 世代”资

讯多元流通, 使旅行更便捷, 决策更迅速, 服务更周

到, 减少了很多等候的时间. 

 

1) 知识加速运送: 既然人们在网上可以随时找到

各方面的资讯, 它给平日工作和学习带来各种

方便, 甚至在听道的时候, 若对讲台上所讲的

不太确定, 也可以立刻上网查询和验证. 

2) 世界变得细小: 人越发可以不出门而知天下事. 

西半球发生的事, 在东半球立刻可以知道. 远

地亲友借着 What’s App、Wechat、Skype 等, 

可以经常相见或互通消息. 即使彼此几个月不

能见面, 仍可以透过各种网上的通讯程式, 随

时保持联络. 

3) 缺少个人空间: 互联网普及, 全球即时通讯发

达, 当然有利也有弊. 不少人下班回家后, 仍免

不了要借电脑上网来完成远距工作, 甚至旅行

时, 仍要回复关于工作的电邮. 这些变相加班, 

实在影响工作与休闲的平衡. 

  

(B.2) 高举自我 

 “E 世代”与“后现代”一样, 同样是强烈的以

“自我为中心”. 人们注重自我肯定: 强调“我”(I)的

重要性, 专注于满足“自我”(Self)的需求. 由于强调

自我, 往往就忽略旁人, 并且只看重眼前的事物, 而

无视于永恒的价值. 总括来说, “E 世代”与“后现

代”的人有个共同点, 就是专注于实现自我  —  重

视自我的特色, 高举自我的特质. “E 世代”的人, 就

是借着网路和电脑媒介来发展自我: 独立、标新

立异、不管他人怎样看自己. 这三种态度若是用得

合宜,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 人往往因为过分强调自

我, 所以产生不少问题.  

 

2012 年一篇网上文章表示, “脸书”的出现

间接地培育了一群“自恋狂”. 他们终日注视“脸书”

上的朋友人数增加了多少、是否比别人多, 而这些

朋友是否喜欢自己张贴的图片文章等. “脸书”所反

映的现象 , 确实提醒我们“E

世代”人们心灵的危机.101 “自

恋狂”(Nacissism)一词出自希

腊神话 . 一位名叫纳西瑟斯

(Narcissus)的美少年, 因为从

水中的倒影看到自己, 就被自

己的影子深深迷住而无法自持, 不愿离去, 最后他

为了与自己的影像结合而跳入水里淹死了(注: 据

说纳西瑟斯死后, 化身为水中的一株水仙花, 所以

                                                           
101   同上引, 第 12-13, 18 页. 参 Facebook’s ‘dark 

side’, 研究发现“脸书”与社交自恋的行为有密切关系,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2/mar/17/fac

ebook-dark-side-study-aggressive-narcissism .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2/mar/17/facebook-dark-side-study-aggressive-narcissis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2/mar/17/facebook-dark-side-study-aggressive-narciss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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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花在英文就称为 Narcissus ). 相信我们中间很

少有人会爱上自己的镜中影, 但脸书正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今日很多人可能真的不自觉地爱上了自己. 

 

按照美国西伊利诺斯大学(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研究, “脸书”上的朋友数量、照片标

签及更新动态次数, 往往和自恋程度成正比. 根据

研究人员的发现, “脸书”满足了那些有自恋倾向的

人, 他们透过脸书来获取人们的反馈, 并想成为关

注的中心或重视的对象. 有关“脸书”与自恋倾向的

研究, 西伊利诺斯大学并不是先驱, 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早在 2010 年就做过类似的研究. 他们也

认同常使用“脸书”的人容易陷入自恋, 

而且男女两性在脸书上展现自我、自恋

的方式不同: 男性多半以留言为主, 女性

则偏好发布照片.  

 

 苏友瑞在“E 世代与电脑网络”一

文中表示, “在网上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

伙伴, 意味着极易获得掌声与认同, 原本这是发展

自我的时机, 但更容易造成为了掌声而扭曲真实的

自我. 由于网络是大型社会, 人气越高越容易获得

掌声, 要受欢迎势必与众人妥协, 赞同更多媚俗观

点, 这正是沉迷网络的心理困扰之主因. 情况更严

重的, 甚至会特意改变自我迎合众人.”  

 

 当然, 不是所有使用“脸书”的人都会成为

“自恋狂”, 或是带来种种上述的问题. 然而, 这种趋

势是必须密切留意的,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免得掉

入互联网的罗网, 成为难以自拔的“网中人”! 

 

(B.3) 关系疏离 

 “脸书”虽然普及, 带给人们一种“相识满天

下”的欣喜, 其实却是对一个虚拟世界的错觉; 人们

可以在“脸书”上有许多朋友, 在现实中人际关系却

十分疏离. 事实上, 有份统计报告说, 在“脸书”上要

“结束友谊”的人数从 2009 年的 56%, 增至 2011年

的 63%. “E 世代”所面对的人际关系问题如下: 

 

1)   活在虚拟世界: 在现实世界中, “做朋友”或建

立友谊关系是需要很多爱心和耐性, 更需要彼

此付出, 互相关怀, 并非一蹴而成的事. 但在虚

拟世界中, 这一切都可以免除. 只要点几次“赞

好”, 就可以算是朋友了, 这样的友谊当然不能

与真实世界中建立的友谊相提并论. 

2)  缺少正面沟通: 在现今的“E 世代”里有个很糟

的情况, 就是不少人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或住

在同一屋檐下, 彼此仍是用电子工具来联络沟

通. 宁愿用电邮、短讯解决问题, 也不想作出

直接正面的沟通和回应. 其实, 不用“面对面”

的方式来讨论事情, 有时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更容易产生误会而伤了感情. 
 

3) 接触却仍疏离: “E 世代”的人可以用众多不同

的管道来沟通, 我们似乎跟很多人有所接触, 

但人际关系其实仍是疏离和缺乏感觉的. 简之, 

许多人常使用手机, 以电邮、脸书或其他的社

交网站或工具传达信息. 这些社交网站常常发

出即时的讯息, 发讯者也往往期望得

到即时的回应, 这样就夺去了我们不

少时间和注意力, 反而导致我们没有

时间去发展真实的关系, 以致种种人

际关系的艺术逐渐失落, 人们彼此之

间的关系逐渐疏离. 

 

(C) 结语  

 “E 世代”的人, 特征是要求快速、讲求速度

与效率. 他们可以是汇集“开放、快速、浓缩、多

元、创新、复杂”于一身的一代, 但也是不稳定的

一代. 因为他们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根, 是肤浅和讲

求感官满足的一代. 香港卓越华人知识管理集团顾

问王中砥说: “E 世代是一群有主见, 却拿不定主意; 

有活力, 却没啥实力, 有冲劲, 却没有干劲; 有诸多

想法, 但遇事却没什么办法; 十分懂得责备, 却不

明白责任; 创意十足, 创造力不足… 的世代.”102  

 

 总括来说, 网络文明如一面镜子, 反照了我

们自己, 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网络的普及所带来的挑

战和机会. 正因为网络文化多方发展, 有无限的可

能, 我们更要殷切地寻问以下四个问题: (1) 我们要

追随潮流? 还是要跟随基督? (2) 我们要随心所欲? 

还是要塑造人格? (3) 我们是自己生命的主导者? 

还是神手中的器皿? (4) 我们的人生是建立在沙土

上? 还是建立在磐石上? 求主帮助“E 世代”的青年

信徒, 有智慧作出明智的选择!103 

 

                                                           
102        https://julia4christ.org/Parenting/JPeparenting.htm ; 

摘自上引书, 第 15,18 页. 
103   此附录主要改编自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10-16 页.  

https://julia4christ.org/Parenting/JPeparen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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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是非                      石子 

 

再思“灵恩运动” (三):  

说方言的恩赐 (上) 
  

编者注: 我们在上两期的《家信》中看到, 灵恩运

动(Charismatic Movement)自 1901 年开始以来, 

已经进入第四波, 并从 90 年代的发展看到“灵

恩大合一运动”的危险, 因它把福音派、灵恩派

与持有错误教义的新神学派和天主教结合起来, 

并且为了结合而牺牲圣经真理. 本期, 我们要开

始探讨灵恩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  —  说方言.      

 
(A) 导论 

“你会说方言吗? 不会的话就表示你还

未经历更大的属灵福气, 所以你务要追求方

言!” “你会用方言祷告吗? 不会的话就要开始

学习!” 这一类的问题曾困扰着我, 也困扰着许

许多多虔诚的基督徒. 我应该学习说方言吗? 

我应该如何看待说方言这件事? 澳洲的约

翰·西尔瓦(John W. de Silva)在他所写的《灵

恩挑战》(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一书中

提出了 13 个命题(proposition), 并以圣经的亮

光来分析与解答有关说方言的问题. 他把这

13 个命题分为五大范围来察验, 即说方言的

目的(Purpose)、说方言的理由(Reason)、方言

的性质 (Nature) 、说方言的限制 (Limited 

Bestowal)和说方言的持续时间(Duration).104  

 

 

(B) 说方言的目的 (Purpose of Tongues) 

 值得留意的是, 整本使徒行传只有四次

记载说方言的事件, 但这四次都与“用方言向神

祷告”无关.  那么, 这四次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 

使徒保罗提供了答案; 保罗在纠正哥林多召会误

用方言时, 清楚指明说方言的目的:  

                                                           
104   除脚注所注明的书籍外, 下文(B: 说方言的目的)

和(C: 说方言的原因)主要是参考西尔瓦《灵恩挑战》

一书中的架构和内容,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A Biblical Investigation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9, 第 14-48 页. 

“律法上记着: 主说: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

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说方言不

是为信的人作证据(KJV: a sign ), 乃是为

不信的人; 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

证据, 乃是为信的人.” (林前14:21-22) 

 

 说方言的目的何在? 许多人以各自的经

历或看法提出不同的理论, 令人对说方言的恩赐

感到混淆. 事实上, 神早已知道我们现今将遇到

的种种疑问和困惑, 所以早就借着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 14:21-22 中, 清楚教导我们有关说方言的目

的. 现在, 让我们以客观的态度来查考这段经文. 

首先, 让我们先了解哥林多召会的情况. 

 

(B.1) 哥林多的情况 

 在哥林多的召会中, 那些说方言的人看

不清方言恩赐的目的. 西尔瓦写道: “他们不加区

别地任意使用这恩赐, 认为这恩赐比其他属灵的

恩赐更有价值, 以致追求和滥用它来荣耀自己; 

他们用召会信徒听不明白的方言(外语)来祷告

和说话, 导致召会中发生混乱与纷争. 保罗严词

指出错误, 因这情况已使神的家蒙羞受辱. 保罗

当然非常关心此事, 并提醒在哥林多召会中领受

此恩赐的信徒, 叫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恩赐的目

的.” 使徒保罗指出三个重点:  
 

1)   神的灵没有把说方言的恩赐

给于每一个人(林前 12:30: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岂

都是翻方言的吗?”), 所以要

丢弃你的妒忌纷争, 不必盲

目追求或争取这个恩赐. 
 

2)  说方言的恩赐不过是暂时的, 并不是很重要

(指属暂时性的, 林前 13:8: “说方言之能终必

停止…”), 所以不要让你的心专注在转眼将

逝的恩赐, 而是在永久性的恩惠  —  爱. 
 

3)  你们当中有人选择使用方言, 却误用方言在

召会中祷告. 但保罗要信徒清楚晓得说方言

的目的: 它其实是为了给不信者作证据(sign, 

林前 14:22, 编译者注: 证明是从神而来的信

息), 而非为了给信徒用作向神祷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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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神迹性的证据 (Sign) 

 保罗强调 “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作证

据”(林前 14:22). 这点引起五个基要的问题: 

 

1) 林前 14:22 的“证据”(sign)是什么意思? 

2) 说方言是给谁作证据? 谁是 林前 14:22 所谓

的“不信的人”? 

3) 说方言是作什么事的证据? 

4) 林前 14:22 中的“方言”有何性质? 是指“入迷

狂 喜 的 语 言 ”(ecstatic) 或 “ 外 邦 人 的 语

言”(foreign languages)? 

5) 说方言的恩赐需要维续多久? 

 

当我们以圣经的亮光来查验这些问题时, 

我们将看见一个事实, 如西尔瓦所说: “新约中的

方言是实实在在的外邦语言 (或称 “外语 ”, 

foreign languages; 注: 说方言的恩赐使领受者说

出自己所没有学过的外语或外族语), 且是靠着

圣灵的能力, 才能神迹般地说出来的语言. 这是

给犹太人作证据, 证明神的审判和恩典. 一旦圣

经已完整, 说方言的恩赐就停止运作了.”105 

 

我们将用神整体的话语为根据, 以数个

相关的议题 (propositions)来思考上述的断言

(assertion).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弄清楚什么是

“神迹性的证据”(sign), 然后要认清谁是  林前

14:22 所谓“不信的人”, 因为保罗向哥林多信徒

宣告说方言的恩赐就是赐给这些人作“证据”! 

 

(a) 林前 14:22 的“证据”(sign)是什么意思? 

在圣经中, 英文“sign”一词和其希腊原文 

sêmeion {G:4592}一字皆含有双重意义, 既属超
自然的神迹, 又强调此神迹有作为证据的含意  

—  不仅证明此神迹是从神而来, 也含有神所要

传达的某种信息[编译者注: 如“标志”(sign)一样, 

要传达某个讯息, 例如“交通标志”不仅是个牌子, 

也各自传达某个讯息, 如“不可驶入”、“前面有

危险”、“前方正在修路”等等].  

 

因此, 英文的 sign 或希腊文的 sêmeion 

一字在中文圣经《和合本》里被译为“神迹”(太

                                                           
105  同上引, 第 17 页. 

12:38,39; 林前 1:22)和“奇事”(启 13:13,14)之外, 

也译作 “证据 ”( 林前 14:22) 和 “凭据 ”( 林后

12:12).106 故此, 本文有时将之译为“证据性的神

迹”或“标志性的神迹”(尤其是要强调其超然特

质  —  从神而来的神迹), 有时则译作“神迹性的

证据”或“神迹性的标志”(尤其是要强调此神迹

的功用  —  作为证据, 或传达某信息).  

 

西尔瓦解释说, 从神而来的“signs”意味着

从神而来的彰显(manifestations), 可说是某种信

号、预兆、标志(signals)或某个凭证、标记、表

征(tokens), 为要证实神的同在, 表达神的目的. 

在广义上, 属神的标志(divine sign)常与某个从神

而来的特殊信息有关, 或与一些过去、现在或预

期发生的事物相关. 在狭义上, 神迹性的标志

(signs)可能指一个未来的事件、属神迹的现

象、神的能力或神的荣耀之彰显.  

 

在哥林多前书, 英文的 sign (希腊原文是 

sêmeion )一字的使用常与说方言有关, 指超自

然、神迹性的事物, 正如在 可 16:17 一样.107 以

说方言为例, 大家都同意, 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

超自然现象, 为要传达一个独特的信息. 问题是: 

这信息是什么? 这信息是传给谁的?  

 

(b) 说方言是给谁作“证据”? 怎样作“证据”? 

这两个问题必须一起探讨. 一旦我们能

确认说方言是神给谁作的“证据”, 那么我们就能

发现为何神给他们这证据, 也能明白说方言的性

质(nature). 我们把这两个题目一同参考, 也能避

免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一致.  

 

 神在圣经中借着使徒保罗清楚告诉我们: 

“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 (KJV: a sign ), 乃

是为不信的人”(林前 14:22). 谁是保罗所指的

                                                           
106   希腊文 sêmeion 一词在中文圣经《和合本》里

出现 77 次, 最多被译作“神迹”(58 次), 其次是“奇事”(4

次), 接着按次数顺序是: 预兆(3 次; 太 24:3)、异象(3 次; 

启 12:1)、记号(2 次)、证据(1 次)、凭据(1 次)、话柄(1

次)、暗号(1 次)、异兆(1 次)、兆头(1 次)、记(1 次). 
107   可 16:17: “信的人必有神迹 (KJV: signs; 希腊文: 

sêmeion )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林

前 1:22 的 sign 在希腊文是 sêmeion , 中文译作“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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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的人”? 这节一开始说“这样看来”, 可见这

节与上一节紧密相关. 事实上, 神已在上一节提

供我们答案: “主说: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

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林前 14:21). 这句话引

自 赛 28:11: “先知说: 不然, 主要借异邦人的嘴

唇和外邦人的舌头, 对这百姓说话.” 而“这百姓”

显然就是神的百姓犹太人(参 赛 28:7 所谓的“这

地的人”与“祭司和先知”肯定都是犹太人).  

 

西尔瓦指出, 历史的记载和圣经的教义

同证“这百姓”就是犹太人! 理由是:  

a) “证据性的神迹”(signs)是神向祂属地百姓犹

太人说话的特别方式;108 

b) 犹太人(整体民

族而言)在召会

时代的初期是

处于不信的属

灵状况(故称他

们为 “不信的

人”是正确的). 

 
(B.3) 察验命题(1)至(3) 

 现在就让我们以整体圣经真理的亮光, 

来察验以下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与上述两个理

由(即 a 和 b)有关, 故分成命题 1a 和命题 1b: 

 

命题(1a): 神一贯性地(consistently)使用证据性

的神迹(sign)向犹太人说话 

  

若我们察看神如何对待祂的百姓以色列

人, 我们发现神常使用“证据性的神迹”(signs): 
 

1) 神在旧约时期以此方式对待以色列人: 约书

亚论到神“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KJV: 

signs)”(书 24:17); 耶和华宣告: “这百姓藐视

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
迹 (KJV: signs),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

                                                           
108   我们将在命题(4)或(5)谈到说方言是一个神迹

性的证据(sign), 是神给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和

信靠耶稣基督的犹太信徒作证据. 这是因为犹太人认为

所有外邦人都是不洁的,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从神而来的

神迹(sign), 来证明外邦人在救恩方面, 靠着基督也与犹

太人享有同等地位. 

呢?”(民 14:11); 这些证据性的神迹如: 从天

降下的吗哪、亚伦发芽的杖、云柱和火柱、

水从磐石中流出等等. 
 

2) 神在福音书时期以此方式对待犹太人: 我们

在福音书看到神施行证据性的神迹, 为要向

犹太人证实主耶稣有属神的权柄, 例如: 圣

灵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在山上

改变形像等等. 主耶稣也行了许多神迹, 正如

彼得所证实的: “以色列人哪, 请听我的话: 神

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

事、神迹(KJV: signs), 将祂证明出来, 这是

你们自己知道的”(徒 2:22).  
 

3) 神在召会时代初期以此方式对待犹太人: 在

这段时期, 我们有保罗确凿的见证, 就是他对

哥林多信徒所说的话 : “犹太人是要神迹

(KJV: signs)”(林前 1:22). 我们较后会进一步

讨论这点. 按使徒行传的记载, 很多证据性的

神迹发生在这段时期. 参下文【命题 2】 
  

4) 神在将来还会以此方式对待犹太百姓: 从先

知约珥论到以色列民的预言中, 我们知道神

会在将来向他们显示自己, “在天上地下, 我

要显出奇事, 有血, 有火, 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

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
的日子未到以前”(珥 2:30-31). 那时会有许多

神迹奇事的发生(太 24:29-30; 启 15-16 章).  

 

圣经清楚表明神使用“证据性的神迹”, 来

向以色列子民(犹太人)传达神的旨意和目的. 它

在以色列历史上继续出现. 这种证据性的神迹还

会在将来被神使用来宣告那与以色列相关的事

件; 也因为如此, 犹太人时常要求神迹.109  

                                                           
109   犹太人对主耶稣说: “你行什么神迹(KJV: sign),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约 6:30); 还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对

主耶稣说: “夫子, 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KJV: sign)给我

们看”(太 12:38). 显然, 无论是个人或整体的犹太人, 都

倚赖神迹为证据. 主耶稣说: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你们

总是不信”(约 4:48). 但主耶稣对他们看了这么多神迹仍

然不信深感难过(可 8:12). 简而言之, 犹太人还未相信

以前, 必须要有超自然的证据. 这是因为神大量使用“神

迹”, 来印证神借着祂的先知向犹太人说话. 保罗也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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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1b): 犹太人(整体民族而言)在召会时代的

初期是处于不信的属灵状况 

  

我们可从圣经上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吗? 
 

1) 主耶稣的见证: 主耶稣曾悲痛地说: “耶路撒

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

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

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

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太 23:37). “钉祂十

字架”(约 23:21)的呐喊声正是犹太群众不信

和拒绝主耶稣的明证. 

 

2) 众门徒的见证: 初期召会的司提反指责犹太

人普遍不信的心态: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

耳未受割礼的人, 常时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

怎样, 你们也怎样”(徒 7:51-53). 使徒行传多

次记载犹太人(包括犹太宗教领袖和许多犹

太民众)的不信, 拒绝主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 

并多方逼迫主耶稣的使徒和门徒(徒 6:12;  

7:57-60;  8:1;  12:1-2;  13:45-46;  14:2-5,19;  

17:5;  18:5-6;  19:8-9;  21:27-30;  22:1-3,22;  

23:12-14;  25:2-3;  28:17,24-29). 

 

使徒行传的记载证明在召会时代的初期, 

以色列(犹太)整体国民确实处于不信的状况, 所

以神使用证据性的神迹(sign)来向他们说话. 显

然, 林前 14:22 所谓“不信的人”就是指犹太人. 

 
命题(2): 在新约时代的初期, 福音集中在犹太人

身上, 证据性的神迹(signs)是显著的 

 

 在旧约时代,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要求、

期待并领受从神而来的神迹. 这样的神迹在新约

时代的初期也是显著的, 因为那时福音的焦点是

在犹太人身上, 他们是要神迹的(林前 1:22). 

 

1) 福音在召会时代初期的发展: 相信你会留意

到使徒行传的两大分段, 并它们反映不同的

延伸秩序. 按神的计划, 基督信仰是“先给犹

太人”(参 罗 1:16)  —  福音先从耶路撒冷开

                                                                                               
与外邦人的倾向作个比较  —  外邦人一般上要先靠人

智力所达致的理由, 过后才会相信(林前 1:22). 

始 , 再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徒 1:8; 路

24:47). 使徒行传第一部分(1-12 章), 福音先

给犹太人, 在地理上, 耶路撒冷是中心, 显著

的传福音者是彼得. 第二部分(13-28 章), 福

音传向外邦人, 在地理上, 安提阿是中心, 显

著的传福音者是保罗. 保罗向犹太人说: “神

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

这道…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徒 13:46). 因

着犹太人的不信, 保罗过后成为“外邦人的使

徒”(罗 11:13). 这一切表明, 在新约时代的初

期, 犹太人是福音的主要焦点, 神使用证据性

的神迹, 来表示神的目的. 无论如何, 当犹太

人拒绝福音, 福音被传给外邦人, 召会在外邦

地区被设立后, 说方言和其他证据性的神迹

变得不再显著. 为何如此呢? 因为犹太人是

要神迹, 而说方言是给犹太人作证据. 当犹太

人普遍拒绝福音, 这类证据性的神迹已不再

需要, 所以便开始减少, 最后完全停止. 
 

2) 使徒行传第 2 章引述约珥书的预言: 彼得在

五旬节讲道的对象, 肯定是犹太人或以色列

人(徒 2:5, 9-11).110 他引述约珥书(珥 2:28-

32), 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珥 2:1), 而约珥书

预言的焦点是在以色列人身上. 此外, 彼得称

他的听众为“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

人哪”(徒 2:14), 过后称他们为“以色列人

哪”(徒 2:22), 并把他们引到整个以色列国民

所犯的罪  —  钉死他们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

(徒 2:23,36). 由于犹太人是要神迹, 所以神就

在五旬节赐下这个证据性的神迹  —  说方言, 

其目的为要给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 证实彼

得和众使徒是神的使者, 而他们所传的, 是从

神而来的信息. 
 

3) 神的记载之道(圣经)当时还未完整: 在新约

时代的初期, 圣经正典还未完整, 还没有圣经

记载和教导有关召会的设立, 以及召会是由

                                                           
110  徒2:5: “那时, 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徒2:9-11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来自的

“各国”, 共有15个国家或地方: 帕提亚、玛代、以拦、

米所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西亚、弗吕

家、旁非利亚、埃及、靠近古利奈的吕彼亚一带地

方、罗马、革哩底和亚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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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组成.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

说服那些要求神迹且不信主的犹太人, 去信

服这些新约的召会真理是从神而来的呢? 他

们如何肯定那传这些真理的人是神的使者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赐下这证据性或标志性的

神迹  —  说方言!  

 
命题(3): 说方言(tongues)是神特别给犹太人的

一个证据性神迹(sign) 

 

  我们已从神的话语证实在召会时代的初

期, 福音是集中在犹太人身上, 所以对要求神迹

的犹太人而言, 看到证据性的神迹是重要的, 这

样他们才可能相信福音(因这福音也表示神已审

判以色列国民[Israel as a nation], 把他们暂时搁

置一旁[set aside], 并借着福音把外邦人与以色列

/犹太人视为同等, 弗 3:6).111 我们现在要察验是

否说方言是神特别给犹太人的证据性神迹.  
 

 当保罗要纠正哥林多信徒关于说方言的

错误时, 他清楚指出说方言的目的和犹太人两者

之间的关联. 他在 林前 14:22 指出: “说方言不是

为信的人作证据 (a sign, 希腊文: sêmeion , 亦可

译作神迹性的证据), 乃是为不信的人 .” 林前

14:21 表明这“不信的人”就是先知以赛亚在 赛

28:11 所说的“这百姓”, 即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或

作犹太人); 加上保罗之前在 林前 1:22 提到“犹

太人是要神迹”(a sign, 希腊文: sêmeion , 即证据

性的神迹), 所以我们很难不得出这个结论  —  

说方言是神给犹太人的证据性神迹! 
 

 芬兰(Finland)的莫厄特(D. Mowat)也正确

评论道: “说方言是给不信的人作证据  —  特别

是不信的犹太人. 请留意 林前 14:21 引述旧约的

经文(赛 28:11), 表明神借着方言‘向这百姓(以色

                                                           
111   弗 3:6: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

福音, 得以(和犹太人)同为後嗣,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本文所谓“暂时搁置一旁”(set aside)是指神暂时把设立
天国的计划放在一边, 把原本在“六十九个七”(但 9:24-

27)之后立刻接续的“最后一个七”暂时展延, 并在这两

者之间引进了“召会时代”. 神并没有弃绝(put away)祂

的百姓以色列人(罗 11:1,26), 即使在现今的召会时代, 

神也不停止施恩给以色列人, 以色列复国就是一个铁证.    

列人)说话’. 犹太人期望有神迹(signs)伴随着任

何从神而来的新信息或启示. 几处圣经清楚表明

这点, 例如: ‘犹太人是要神迹(sign)’(林前 1:22); 

‘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迹(sign), 叫我们看见就

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约 6:30). 
 

“在旧约时代, 当摩西带着神的信息出现

时, 他的信息是有神迹和奇事来印证的(注: 神在 

出 4:8 说: ‘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 也不信头一个

神迹, 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 此外, 验证性的神

迹(confirmatory signs)伴随着以色列君主制度的

开始(撒上 10:9).112 当主耶稣出来传道事奉时, 

也有神迹性的证据(miraculous signs)伴随着他, 

以见证祂的身分(指弥赛亚的身分)(约 12:37).  
 

“使徒们开始传讲有关‘信靠基督才能得

救’的道理时, 犹太人当然不愿接受这个‘新’信息. 

他们已经有一个直接从神而来的宗教(犹太教), 

也已经有了旧约圣经. 犹

太人如何才能确定这新

信息是纯正的呢? 答案

就是使徒们传讲福音的

时候, 要有神迹奇事(包

括说方言)伴随着. 希伯

来书的作者清楚表明这点. 论到初期的门徒作见

证时, 他写道: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

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

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

己的旨意, 用神迹(signs)、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作见证’(来 2:2-4).”113 
 

值得留意的是, 整本圣经中只有三本书

论到说方言, 即马可福音(1 次; 可 16:17)、使徒

行传(3 次; 徒 2:4; 10:46; 19:6)和哥林多前书(3 章; 

林前 12、13 和 14 章). 莫厄特(D. Mowat)正确指

出,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 使徒行传中每一个有关

                                                           
112   撒上 10:9: “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 神就赐他一

个新心. 当日这一切兆头(signs)都应验了.” 
113   D. Mowat, “Tongues and the Bible”, in Assembly 

Testimony: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Tongues, edited 

by A. M. S. Gooding and B. Currie (N. Ireland: Assembly 

Testimony Publication),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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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方言的记载, 都有犹太人在场见证. … 哥林多

也有很多犹太人(参 徒 18:1,4-5).”114 请看使徒行

传唯一提到“说方言”的三处经文: 
 

1) 徒 2:4-5: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

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话”或作“方言”, 

KJV: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 那时, 有虔诚

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注: 第 5 节清楚记载有犹太人在场(共有来

自 15 个地方的犹太人, 徒 2:9-11)   
 

2) 徒 10:45-46: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

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希

奇 ;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KJV: speak with 

tongues), 称赞神为大.” 

*注: 第 45 节记载有“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

信徒”, 这些人肯定是犹太人, 因犹太人是奉

割礼的, 并且彼得当时不敢与外邦人亲近来

往, 正如他自己承认的: “你们知道, 犹太人和

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例的”(徒 10:28).  
 

3) 徒 19:1,3,6: “保罗…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

见几个门徒… 保罗说: ‘这样, 你们受的是什

么洗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洗.’ … 保罗按手

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
方言(KJV: spake with tongues), 又说预言.” 

*注: 第 1 和第 3 节暗指这些“门徒”是施洗约

翰的门徒(他们受了约翰的洗), 显然也是犹

太人, 因为施洗约翰是为犹太人施洗, 预备他

们进入天国(太 3:1-6). 此外, 这段经文论到

保罗来到以弗所(徒 19:1), 那里有犹太人的

“会堂”, 表示以弗所是有不少犹太人住在那

里(徒 19:8: “保罗进会堂, 放胆讲道, 一连三

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总而言之, 说方言显然是给不信的犹太

人作证据(sign), 是神特别给犹太人的一个证据

性神迹(sign). 莫厄特写道: “当他们听到某人在

没有学过的情况下, 流利地用他们的方言说话时, 

这就足以叫他们确定此信息是从神而来. 按照 

赛 28:9-20, 说方言的恩赐也是将要来临的审判
之征兆(an indication of coming judgment)  —  这

                                                           
114   同上引, 第 12-13 页. 

在主后 70 年, 提多毁灭耶路撒冷时应验了.”115 

有关说方言是神的审判之征兆, 我们留到命题(4)

再作深一层的探讨. 

 

(C) 说方言的原因 (Reason for Tongues) 

 我们如今要探讨新约时代说方言背后的

原因(reason). 为何神要使用这说方言的神迹? 这

神迹究竟要传达给犹太人什么信息? 事实上, 神

使用说方言的神迹, 为要给犹太人作一个神迹性

的证据或标志(sign), 所要传达的信息是: 神已审

判以色列人, 并施恩给一切种族的人, 并且所有

种族在基督里都享有属灵方面的平等(spiritual 

equality). 我们将以圣经的亮光来察验这命题. 

 
命题(4): 新约中的方言(tongues)是外语(foreign 

languages), 给犹太人作证据(sign), 证明神

审判以色列人, 并赐恩给一切种族的人 

 

1) 神在旧约使用方言向以色列人表明神对不

信的审判: 在旧约中,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

掳到外邦异地. 神让他们丧失在自己国土上

所享有的产业和福乐. 神仿佛“把祂的百姓

(以色列国民, Israel as a nation)暂时搁置一

旁”, 在外邦的辖制下受审判. 为何如此呢? 

因为他们的不信! 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地背弃

神. 先知以赛亚警告他们将受神审判, 落在外

邦的奴役下(赛 28:1-13).116 历史告诉我们, 先

是亚述攻占北国以色列(参 赛 8:6-7), 后是巴

比伦攻占南国犹大国, 百姓被掳到异邦.  

                                                           
115   同上引, 第 13 页. 
116   麦克义(Harold Mackay)贴切写道: “在北国以色

列未被掳到亚述国以前, 先知以赛亚就发出这预言. 他

向以色列国(北国)和犹大国(南国)发出这预言性的信息. 

在 赛 28:1-13, 他责备 10 个支派的以色列国, 这里用‘以

法莲’作代表, 因他们没有听从主耶和华给他们的信息. 

主借着希伯来众先知把这信息以最简单的形式, 用他们

自己的语言, 重复地传给他们. 但他们不断拒绝这属神

的信息, 结果他们被掳到亚述. 神用那些掳掠他们的外

邦敌人之嘴唇和舌头向他们说话(赛 28:11), 作为神审

判他们的信息. 神在这之前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希伯来

语)来提醒他们悔改, 但他们始终不肯信从; 现在他们只

好听神用外语(亚述语)来责备的信息.” Harold Mackay, 

Speaking in Tongues: A Scriptural Study (Toronto, 

Canada: Everyday Publicatiopns Inc., 1977),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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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外邦人的语言是神对他们施行审判的一

个证据(sign)! 试把你自己放在以色列人的处

境. 在被掳之地, 你每一天都听到那些俘虏你

的敌人所说的外语(赛 28:11: “主要借异邦人

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希伯来文: lâshôn 

{H:3956}; KJV: tongue]对这百姓说话”). 日

复一日, 这些外语的声音就是一个信号, 宣告

说你和你的国民被神审判, 已经被神“搁置一

旁”(被神放在一边), 因为你们选择不信神和

祂的众先知所说的话. 

 

西尔瓦补充道: “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和

分散的时期, 外邦人的方言(Gentile tongues)

是神审判以色列或犹大国的证据(sign). 也请

参 申 28:49: ‘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

的民, 如鹰飞来攻击你. 这民的言语(希伯来

文: lâshôn {H:3956}; KJV: tongue ), 你不懂

得.’ 这节的希伯来字 lâshôn 和 赛 28:11 一

样, 皆指外语(foreign language).”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旧约时代 , 这些方言

(tongues)是靠自然能力所说出的外语, 而非

如新约时代的方言是属神迹性的证据(sign, 

注: 新约时代所谓的“说方言”是说出自己未

学过的外语); 尽管如此, 旧约的方言仍旧是

一个证据, 被神使用来向祂的百姓说话. 到了

新约时代的初期, 神使用“新方言”(可 16:17; 

“新”一词表明它与旧约的方言不同), 是超自

然、神迹般地说出来的外语, 给犹太人作证

据, 证明他们因不信(基督)而受神审判.117  

 

2) 神在新约使用方言向犹太人表明神对不信

的审判: 在新约圣经中, 是主耶稣自己最先

宣告说方言将成为一个证据性神迹(sign), 

“信的人必有神迹(希腊文: sêmeion ; KJV: 

signs)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新方
言(KJV: tongues)”(可 16:17). 这里有个非常

关键的问题: 当保罗向哥林多信徒强调方言

是个证据性神迹时, 为何圣灵不带领保罗引

述主耶稣在 可 16:17 的宣告, 而是带领他引

述以赛亚在 赛 28:11 的话? 主要原因是因为

                                                           
117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第 26页. 

以赛亚的这段话强调“这百姓”(神的百姓, 指

不信的以色列人, 广义也可指不信的犹太人)

受到神的审判, 而这审判与方言有关. 借此关

联, 圣灵要帮助哥林多信徒容易看清说方言

(外语)不仅是给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 更表

明神的审判临到祂的百姓犹太人, 正如在旧

约时代被掳的日子一样. 相比之下, 主耶稣虽

在 可 16:17 论到方言为证据(sign), 但这里是

属“预期性”(prospective, 意即说方言是未来

将发生的事), 而非属“纠正性”(corrective, 意

即纠正方言的误用); 保罗引述 赛 28:11, 因

它就有纠正性的功用, 可纠正哥林多信徒对

方言的误解与误用.  

 

3) 使徒行传见证神赐恩给外邦人: 连犹太基督

徒也作见证, 宣告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 彼得

见证说: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

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 能

拦阻神呢?”(徒 11:17) 接着我们读到, “众人

(那些本是不信的犹太人)听见这话(有关外邦

人神迹般地说出外语, 参 徒 10:45-46), 就不

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 说: ‘这样看来, 神也

赐恩给外邦人 ,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徒

11:18). 为何犹太基督徒会改观, 承认神同样

施恩给外邦人, 像给犹太人一样? 答案是: 说

方言!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

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希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徒 10:45-

46). 犹太基督徒(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如何确知圣灵的恩赐也临到外邦人身上? 答

案是“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因此, 说方言是神

给犹太人作证据, 证明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包

括犹太人以外的其他种族或民族. 

 

事实上, 神早在旧约就清楚表明祂要赐

恩给外邦人, 例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说: “…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

神. 地极的人(指外邦人)都当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赛 45:21-22). 到了新

约时代, 主耶稣的大使命也清楚表明“你们往普

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注: “万民”原文作“凡受

造的”, 当然包括外邦人)”(可 16:15). 保罗过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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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旧约说: “经上说: ‘凡信祂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参 赛 28:16; 49:23).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

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祂也厚待一切求

告祂的人(注: “一切”当然包括外邦人). 因为‘凡
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罗 10:11-13).  

 

在召会成立的最初时期, 在使徒行传第

10 章以前, 虽然犹太基督徒大多数知道救恩也

要临到外邦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借着主耶

稣得救, 但他们仍然认为得救的犹太人和得救外

邦人两者之间还是有分别的, 不是平等的. 为了

纠正他们的误解, 神在使徒行传第 10 章再次使

用说方言这神迹性的证据, 证明给犹太人看  —  

外邦人也和犹太人一样领受同样的圣灵! 神要

借此使犹太人承认所有种族在基督里都享有属

灵方面的平等, 正如保罗过后在写加拉太书时所

说的: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或译“希腊人”, 

意指外邦人)…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

了”(加 3:28). 这就引进我们下一个命题. 

 
命题(5): 当犹太人看到人说方言(tongues)时, 这

种证据性的神迹(sign)使犹太人承认所有

种族在基督里都享有属灵方面的平等 

 

 我们在上文已用神的话(圣经)来证实, 说

方言乃是神用来给犹太人作证据的神迹(sign). 

神赐下“说方言的恩赐”, 为要有效地说服那些要

求神迹的犹太人, 使他们改观和承认神的使徒, 

或接受神透过这神迹所要传达的信息; 而这方面

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所有种族在基督里都是平

等的”. 为了察验上述命题(5), 我们必须查考使

徒行传, 因为它记载了初期召会的历史; 共有 5

处经文直接或间接地与说方言有关, 即使徒行传

第 2 章、第 10 章、第 11 章、第 15 章和第 19

章(注: 虽然只有 3 章直接提到说方言[第 2、10

和 19 章], 但另两章[第 11 和 15 章]也间接与说

方言有关, 故须纳入我们查考的经文中). 

 

1) 使徒行传第 2 章: 首先, 我们留意到有犹太人

在场, “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徒

2:5)、“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哪”(徒 2:14). 其次, 我们听到彼得说: “你们

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祂为主, 

为基督了… 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

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

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指犹太人)和你们

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指外邦人), 就是

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徒 2:36, 38-39). 

 

西尔瓦评注道: “这原本不信的犹太人较后接

受彼得的信息, 即借着基督, 救恩可以临到他

们(犹太人)和所有的人(“一切在远方的人”). 

在五旬节当天, 彼得和众使徒神迹般地说外

语(说方言), 印证了他们是神的使者, 所传的

信息乃是从神而来;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信

主的犹太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

三千人’(徒 2:41).”    

 

请留意, 神借着彼得在 徒 2:39 宣告说: “这应

许(指领受圣灵)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指犹

太人),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指外邦人), 就是

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许多圣经教师或学者认

为, “一切在远方的人”是指外邦人, 包括世上

所有的种族. 不过, 在这最初的阶段(五旬节

时), 犹太基督徒, 包括使徒彼得在内, 都还未

完全看清和接受这个真理, 即外邦人在基督

里与犹太人都是平等的. 故此, 神要在使徒行

传第 10 章, 再次使用说方言为证据, 来说服

犹太人接受此伟大的真理.  

 

2) 使徒行传第 10 章: 彼得和一些犹太人与他去

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 这些犹太人是在基督

里的信徒, 但还需要被说服去相信和接受“外

邦人在基督里是与犹太人平等”的这一真理. 

如何说服他们呢? 当时, 记载此真理的新约

圣经还未出现,118 他们在这事上根本没有任

何圣经可作为凭据. 所以他们必须获得神明

确的指引, 才会相信神已审判以色列国民, 把

他们暂时搁置一旁, 引进了召会时代. 

 

                                                           
118   保罗在 弗 3:6 清楚教导这个真理: “这奥秘就是

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後嗣, 同为一

体, 同蒙应许.” 以弗所书在大约主后 60-64 年间才写成, 

而使徒行传第 10 章的事件则发生在大约主后 41 年(根

据《司可福助读本》), 比以弗所书早 2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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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观察这神迹性的外语 (foreign 

language, 指方言)如何向犹太人宣明神的审

判和恩典. 在这之前, 彼得蒙神拣选, 只向犹

太人传福音, 他还不敢与外邦人亲近来往. 但

神赐他一个异象, 看见一块大布, 里面装着各

样“俗物和不洁净的物”, 神吩咐他“起来, 宰

了吃!” 彼得不敢, 但神解释道: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徒 10:15). 这异象表明神

要洁净外邦人(“俗物和不洁的”), 所以彼得

应该接受外邦人, 像接受犹太人一样. 神使外

邦人在基督里与犹太人平等. 彼得较后不得

不承认这个真理, 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和别

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例的, 但神已经指

示我 ,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

的”(徒 10:28). 

 

让我们思考神如何使用说方言作为神迹性的

证据(sign), 叫那些与彼得同来的犹太基督徒

也相信“外邦人与犹太人一样在基督里是平

等的”这一真理. 他们在哥尼流的家, 亲眼见

证这神迹性的证据, “彼得还说这话(指传福

音)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

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指犹太基督

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

希奇(因这些犹太基督徒在这之前并不相信

外邦人与犹太人是平等的); 因听见他们说方
言, 称赞神为大”(徒 10:44-46).  

 

请留意, 这些犹太信徒如何确定圣灵的恩赐

也同样临到外邦人, 像临到犹太人一样? 他

们如何肯定外邦人与犹太人一样在基督里是

平等的? 答案就在 徒 10:46: “因听见他们说
方言”(徒 10:46). 因此, 我们听见彼得说: “这

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

水给他们施洗呢?” 彼得就吩咐奉耶稣基督

的名给他们施洗(徒 10:44-48). 请再次注意

彼得所说的“与我们一样”, 即“与我们犹太人

一样”(参 徒 2:1-4). 显然, 说方言是一个证据

(sign), 叫人无法否认神的救恩和圣灵的恩赐

也同样临到外邦人, 像临到犹太人一样.119  

                                                           
119   这也意味着神已把祂对以色列国民的计划暂时

搁置一旁, 引入了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新秩序. 

简之, 使徒行传第 10 章的历史性事件有犹太

人在场, 证明说方言是给犹太人作证据, 并使

他们改观去接受一个事实, 即神如今也把救

恩给了外邦人, 使外邦人与犹太人一样, 在基

督里合而为一. 这也证实命题(5)是完全合乎

圣经的.   

 

3) 使徒行传第 11 章: 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信主得

救后, 彼得回到耶路撒冷. 由于彼得与外邦人

亲近来往, 所以遭受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所

指责,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

入未受割礼之人(指哥尼流)的家和他们一同

吃饭了’ ”(徒 11:2-3). 彼得解释当时的情况, 

说: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外邦人)身

上, 正像当初 (大约 10 年前的那个五旬节时)

降在我们 (犹太人)身上一样”(徒 11:15). 怎

样确定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 证据就是他们

神迹般地说出外语(指方言). 这些在耶路撒

冷原本不信的犹太基督徒听了这番话之后, 

便接受那些信主的外邦人, 如经上所记: “众

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 说: 

‘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

得生命了’ ”(徒 11:18).  

 

由此可见, 说方言这神迹性的证据(sign), 使

犹太人承认外邦人是与犹太人同蒙救恩, 同

得圣灵为恩赐, 与犹太人在基督里是平等的. 

这证明命题(5)实在是出于圣经的教导. 以上

这件事的记载(徒 11 章)表明不仅有犹太人
在场; 并且他们因着方言这证据性的神迹而

改观, 接受神如今也把救恩赐给外邦人, 使外

邦人与犹太人一样“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4) 使徒行传第 15 章: 这章一开始记载犹太人与

保罗和巴拿巴争辩, 说外邦人不能得救, 除非

他们受割礼,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 

不能得救”(徒 15:1). 这争议事件被带到耶路

撒冷的会议(徒 15:6-9). 在会议上, 彼得站起

来反对, 表明圣灵如何降在外邦人身上, 说: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 赐圣灵给

他们 (外邦人), 正如给我们 (犹太人)一样; 又

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外邦人)

我们(犹太人)”(徒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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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强调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 彼

得如何得此结论? 因为他看到外邦人神迹般

地说方言(外语), 像犹太人在五旬节一样, 证

明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 因此, 说方言是神

迹性的证据 (sign), 是 “神为他们作了见

证”(徒 15:8; 也参 来 2:4), 难怪“众人都默默

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

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

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徒
15:12).    

 

5) 使徒行传第 19 章: 按本章记载, 保罗在以弗

所遇到 12 个“门徒”(徒 19:1,4,7). 谁的门徒? 

他们很可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注: 也有学者

认为是亚波罗的门徒).120 无论如何, 他们肯

定是犹太人. 我们如何知道这点呢? 因为圣

经说施洗约翰的事奉是“向以色列众民(即犹

太人)宣讲悔改的洗礼”(徒 13:24). 施洗约翰

作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 曾宣告说整个以色

列国民在属灵方面已经堕落, 必须悔改, 预备

迎接弥赛亚的到来(太 3:1-6). 保罗引述施洗

约翰的话, 向这些门徒传讲说: “约翰所行的

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指施洗约

翰)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徒 19:4). 他们相

信和接受了保罗的话, 使他们可以奉主耶稣

的名受洗, 过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

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徒 19:6).  

 

人如何知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呢? 答案是听

见他们说方言(徒 19:6). 可见这神迹般地说

方言(外语)是特别给犹太人作证据(sign), 证

明施洗约翰的门徒也需要信靠耶稣基督, 才

可进入神的恩典和召会里. 由于以弗所有不

                                                           
120   赫丁(John Heading)认为这 12 个门徒是亚波罗

(Apollos)的门徒, 因亚波罗也只是晓得“约翰(指施洗约

翰 )的洗礼 ”(参  徒 18:24-25); John Heading, Acts: A 

Study in New Testament Christianity (vol. 2) (Kansas: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209-210 页. 无论是“施洗约翰

的门徒”还是“亚波罗的门徒”, 重点是这 12 个门徒还未

真正认识和信靠主耶稣, 所以他们需要保罗的讲解, 并

且“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徒 19:5), 意即

他们听明保罗所讲有关主耶稣的福音; 他们愿意信靠主

耶稣, 过后就受基督徒的浸礼.  

少犹太人,121 说方言的神迹也必然是神给那

些住在以弗所的其他犹太人作证据, 不仅证

明保罗是神的使者 , 所传的信息乃从神而

来,122 也表明无论是近处或远方的犹太人和
外邦人, 都在基督里同蒙救恩, 同得福气. 这

个真理何等宝贵, 以致多年以后, 保罗写以弗

所书时再次强调: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

耶稣里 ,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後嗣 , 同为一

体,123 同蒙应许”(弗 3:6).   

 

总而言之, 根据整体圣经的教导和初期

召会的历史, 我们看见说方言被神拣选为“神迹

性的证据”(sign), 因为两件重要的事: (1) 说方言

的目的: 为那些寻求神迹的犹太人作证据; (2) 说

方言的原因: 为犹太人传达重大信息  —  不仅要

证实某个人是神所差派的使者, 也要印证他所传

的信息有属神的权柄. 在这方面, 说方言是一个

                                                           
121   徒 19:8 提及保罗进到那里的“会堂”讲道. 既然

以弗所有会堂, 这就意味着有不少犹太人住在以弗所. 
122   麦克义(Harold Mackay)表示, 说方言的神迹在

此是给犹太人作证据, 证明保罗有使徒的身分和权柄

(apostleship). 他写道: “保罗并非耶稣基督原本拣选的

12 个门徒之一, 所以他的使徒职分(apostleship)不断被

初期召会的“犹太律法主义者”(Judaizers, 指遵奉或宣扬

犹太习俗礼仪的犹太基督徒 )所质疑 . 保罗在  林后

12:11-12 说: ‘我虽算不了什么, 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

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
(signs, 希腊文: sêmeion )、奇事、异能, 显出使徒的凭
据(signs, 希腊文: sêmeion )来.’ 其中一个用来证明‘某某

人是使徒’的凭据, 就是使徒能给人按手使他领受圣灵
(徒 8:14-18; 那里记载彼得和约翰给人按手, 使人领受

圣灵: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引人注目的一点是: 保罗在使徒行传后半部所记载的事

奉中, 都逐一行了彼得在此书前半部记载的所有神迹 , 

包括给人按手使他领受圣灵, 而以弗所的这些门徒说方

言, 就是领受圣灵的凭据. 林前 14:22 表明说方言是为

不信的人(指犹太人)作证据, 而使徒行传里一切说方言

的场合都证明了这点. 无论如何, 由于说方言的原本目

的(给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已经达到, 所以说方言的恩

赐现今已不再需要 , 也不再出现了 .” Harold Mackay, 

Speaking in Tongues: A Scriptural Study, 第 42-43 页. 
123   “同为一体”中的“一体”(一个身体)是指基督的

身体, 即宇宙性的召会(弗 1:22-23). 换言之, “同为一体”

意思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加入宇宙性的召会, 成为基

督身体上的一分子(“归入一个身体”, 林前 12:13 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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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性的证据(sign), 仿佛是神给犹太人的一种

信号(signal), 以传达下列三大讯息:    

 

1) 神对整体以色列国民的审判: 说方言(foreign 

tongues, 意即“说外语”或“用外邦的舌头说

话”, 例如 赛 28:22)是神给以色列的一个神

迹性证据(sign), 证明神的审判已临到以色列
国民(Israel as a nation), 把他们暂时搁置一旁, 

这是由于整体以色列国民的不信  — 他们弃

绝了基督和祂的义. 神也因此把“神立约要赐

给他们的国民福气”推迟或延迟.124 

 

2) 普世性各民各族蒙神赐福: 由信主的犹太人

说出神迹性的各种外语(例如在使徒行传第

2 章), 是神给所有犹太人的证据, 证明神的
恩典和福气也临到外邦各国各族的人. 这神

迹性的证据表明神的圣灵已经临到, 并为所

传的信息盖上属神的印记, 表明此信息是从

神而来. 麦克义(Harold Mackay)补充道: “在

使徒行传第 2 章的五旬节当天, 只有犹太人

和皈依犹太教者(proselytes)在场  —  神奇妙

动工, 使用外邦的言语(外语), 令听众惊讶不

已, 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证据(sign), 证明神的

福音如今除了用希伯来语, 也要用其他民族

的方言宣讲(注: 这意味着福音将要传给各种

外语的外邦各民各族).”125 

 

3) 所有民族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 由归信主的

外邦人说出神迹性的外语(例如在使徒行传

第 10 章), 对犹太基督徒而言, 是表明在基督

里, 外邦基督徒与犹太基督徒是平等的. 外邦

人神迹般地说出外语, 证明圣灵已住在外邦

人身上, 像住在犹太人身上一样. 这进一步意

味着世上所有民族的外邦人都可借着信靠基

督而领受圣灵; 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里都

享有属灵方面的平等. 使徒行传第 19 章说方

言的事件背后也要带出这同样的真理.126  

                                                           
124   指“千禧年国”(天国时代)要在召会时代结束(即

召会被提), 再经七年灾难后才临到(参 启示录 19-20 章). 
125   Harold Mackay, Speaking in Tongues: A 

Scriptural Study, 第 41 页. 
126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众多城市中, 为何神拣

选以弗所, 作为赐下“说方言为证据”之处? 为何不是在

 总结 

在总结此篇文章时, 让我们复习一下. 我

们在上文已经讨论并证实, 神在新旧约一贯性地

使用神迹性的证据向犹太人说话【命题 1a】, 

所以犹太人时常要求神迹 (指证据性的神迹 )

【命题 1b】. 此外, 由于在新约时代的初期, 福

音是集中在犹太人身上, 所以证据性的神迹是显

著的【命题 2】, 而说方言是神特别用来给犹太

人的一个证据性神迹【命题 3】. 以上这三个命

题是有关说方言的目的. 

 

接下来, 我们也已探讨说方言的原因, 即

神使用说方言为证据, 为要向犹太人证明神已审

判以色列国民, 并赐恩给一切种族的人【命题

4】; 不仅如此, 说方言这神迹性的证据也传达一

个重大信息  —  所有种族在基督里都享有属灵

方面的平等, 不再有“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分”了

【命题 5】. 圣经所谓的“方言”有何性质? 是人

听不懂的天使言语吗? 它又有何限制? 我们将在

下期为你分解, 请勿错过. 

(文接下期) 

 

                                                                                               
犹太地的城市? 首先, 保罗在以弗所住了 3 年之久(徒

20:31; 参 徒 19:8,10). 安德森(James Anderson)指出, 按

我们所知的记载中, 以弗所是保罗传道旅程中停留最久

的城市. 他在以弗所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 建立了

以弗所的召会(这 12 个门徒很可能就是此召会的最初

信徒). 不仅如此,  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涟漪”逐渐向四

周扩散,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利

尼人(或译希腊人, 指外邦人), 都听见主的道”(徒 20:10). 

James Andeson, “Act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9),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2), 第 194-195 页. 此事解答了上述问题: 

神拣选以弗所作为赐下“说方言为证据”之处, 因为神要

特别借着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 把“说方言这神迹性的

证据  —  证明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是平等的”这一

宝贵真理, 逐渐传给周围的外邦人. 因此, 保罗是在以弗

所看见“说方言的神迹性证据”, 这对身为犹太人的保罗

而言意义深长, 肯定让他回想起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上

所言(当时保罗也在场, 徒 15:11-12): “知道人心的神也

为他们(外邦人)作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外邦人), 正如

给我们(犹太人)一样”(徒 15:8). 此事深深地刻在保罗心

版上, 以致他在多以年后写以弗所书时, 还特别强调神

启示他的这个奥秘: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後嗣,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弗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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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十三) 

外 邦 人 

的日期(下) 
 

 

编译者注: 主耶稣在 路 21:24 论到“外邦人的日期” 

(指以色列被外邦政权压迫的一段长时期, 即从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统治开始, 直到主耶稣

第二次再来审判列国). 神借着但以理记书录了

两大异象, 来进一步解释“外邦人的日期”.127 

 

(文接上期) 

(C) 第二个异象: 四兽 

(C.1)   四兽代表四帝国 

不仅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梦中看见

异象, 先知但以理也在梦中看见异象  —  四个

大兽从海中出来(但7:1-3).128 这四个兽与尼布

甲尼撒梦中所见的巨像所代表的四个帝国和

它们的统治时期是相同的. 尼布甲尼撒本身是

巨像的金头所代表的巴比伦帝国(但2:38; 其余

三个帝国是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  

                                                           
127   有关“外邦人的日期”, 请参本文附录一. 
128   有关但以理书第 7 章的四兽, 请参本文附录二. 

 这世上一切的国和它们的荣耀对信心

的属灵眼睛而言, 并无任何讨人喜爱或吸引人

之处. 撒但把世上万国的荣耀显给主耶稣看, 

以此试探祂, 说如果主耶稣在撒但面前下拜, 

这一切都要归给祂(路4:5-8); 但对主耶稣和所

有神的子女而言, 在他们蒙恩膏的眼目中, 世

上荣华的国度不过是粗野、残暴、无法驯服

的可怕“大兽”(但7:3); 而第四兽最令人恐惧, 

“甚是可怕, 极其强壮, 大有力量”(但7:7).  

 

 第四兽就如巨像的第四部分, 在经文中

具有比其他三个更多的细节. 就在这兽的日子, 

地上属人的宝座将被废去 , 而那“亘古常在

者”(Ancient of days)坐在祂的宝座上. “从祂面

前有火, 像河发出; 事奉祂的有千千, 在祂面前

侍立的有万万; 祂坐着要行审判, 案卷都展开

了. 那时我观看, 见那兽… 被杀, 身体损坏, 扔

在火中焚烧”(但7:10-11). 在同一时候, 人子“得

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

人都事奉祂. 祂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祂

的国必不败坏”(但7:14). 

 

(C.2)   第四兽的“小角” 

 第四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 , 头有十

角”(但7:7). 但7:23-27又解释说: “第四兽就是

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至于那十角, 就是从这

国中必兴起的十王, 后来又兴起一王(注: 此王

也被喻为“小角”, 因为 但7:8说: “我正观看这

些角, 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 先前的角中有

三角在这角前, 连根被他拔出来. 这角有眼, 像

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 他必向至高者说

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

期和律法. 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1年 + 2年 + 半年 = 3年半). 然而, 审判者必坐

着行审判; 他(那被喻为“小角”的王)的权柄必

被夺去, 毁坏, 灭绝, 一直到底. 国度、权柄和

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祂的国

是永远的; 一切掌权的都必事奉祂, 顺从祂.” 

  

翻到启示录, 比较一下但以理书, 我们

发现这兽所代表的外邦政权(请读启示录1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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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章). 不过, 在启示录里没有论到但以理所见

之异象中的前三兽(指巴比伦、玛代波斯和希

腊帝国)  —  因为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这三

个帝国已经过去, 成为历史了(注: 使徒约翰的

时代是第四兽  —  罗马帝国的时代). 

 

 在启示录接下来的章节里, 我们读到更

多有关尼布甲尼撒巨像的第四部分, 即但以理

异象所见的第四兽(罗马帝国, 特指复兴的罗

马帝国, Revived 

Roman Empire);  

我们在此看到, 

正如先前的预

言所论述的, 神

将借着主耶稣

基督对这兽(指

从复兴罗马帝

国出来的政治

领袖, 许多学者

称之为 “ 敌基

督 ”, Antichrist)

施行审判,129 因

                                                           
129   先知但以理论到启示录的“兽”. 马有藻表示, 根

据 但 7:8, 23-24 的预言, 这几节经文所论到的人就是所

谓的“敌基督”(Antichrist, 即启 13:1-10 中的第一个兽, 

也称“政治的兽”, 或“将要来临的君王”, The Coming 

Prince). 一般圣经学者把“第一个兽”(政治的兽, 启 13:1-

10)称为“敌基督”(Antichrist), 把“第二个兽”(宗教的兽, 

启 13:11-18)称为“假先知” [注: 启 19:20 称这第一个兽

为“那兽”, 称第二个兽为“假先知”]. 但也有圣经学者(如

Jim Allen、H. A. Ironside)认为敌基督是指第二个兽(假

先知), 参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440 页. 总

而言之 , 有三件事值得注意 : (1) “敌基督”(希腊文 : 

antichristos {G:500})一词在整本圣经中, 最先出现在约

翰一书, 也只出现在约翰一书和二书(共 5 次, 约壹 2:18 

[2 次], 22; 4:3; 约贰 7), 而记载于 约壹 2:18 第二次的

“敌基督”一词是复数的(所以译作“有好些敌基督”; KJV: 

many antichrists), 表明“敌基督”一词可以用在超过一个

人的身上;  (2) 整本启示录并没有使用过“敌基督”一词;  

(3) 圣经并没有指明“敌基督”是启示录中的哪一个兽. 

因此, 有圣经学者认为“敌基督”一词可以同时用来指政
治的兽和宗教的兽. 但本文和附录中论到敌基督时, 是

指一般圣经学者所指的“第一个兽”(政治的兽). 

他在地上存留的最后时期, 仍然选择全面敌对

神. 主耶稣将亲自从天降临, 有众圣徒伴随同

来. 那时, 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祂的众

圣徒   —  “天上的众军… 穿着细麻衣”(启

19:14), 随着祂执行审判, 赢取胜利(启19:11-21)   

 

(D) 总结 

 现今世界政权常披上那看似追求真理
的外衣, 不过它们其实具有各样的政治信条. 

它们是完全不法的, 完全拒绝基督的主权; 在

提倡“自由”的面纱下, 隐藏着许多阴谋, 它们

逐渐同意先是容忍一切宗教, 跟着是怀疑一切, 

然后不忠, 最后公开敌对基督徒, 不容忍真理; 

它们逼迫神的见证人, 将之置于死地, 并敬拜

那位被魔鬼化身的“大罪人”(帖下2:3).  

 

 这就是世界的进程; 撒但已是世界的神

(林后4:4)、世界的王(约14:30), 是宗教和政治

的元首(领袖). 基督徒对这样的世界政治和宗

教信仰都不该扯上关系. 他的道路应该是像客

旅一样(strangership)  —  如主耶稣本身所树立

的榜样  —  祂在世之日走的道路是离开一切

政治问题, 不去议论凯撒的要求, 也不去争取

解放祂的国民, 而是展望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是在神右边的荣耀喜乐.130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外邦人的日期”、 

“外邦人的数目”与“外邦人的富足” 

 

新约圣经对“外邦人的富足”、“外邦人的数

目”和“外邦人的日期”都加以区别 . 马唐纳 (Wm. 

MacDonald)在《活石新约圣经注释》中解释: 
 

1) 外邦人的富足 (The Riches of the Gentiles, 罗

11:12): 指外邦人因以色列被神暂时撇在一边(特

指在召会时代的情况)而享有的尊荣地位. 

                                                           
130   上文编译自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

“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之系列文章, “The Times of 

the Gentiles” (Chapter 6),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40-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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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邦人的数目 (The Fulness of the Gentiles, 罗

11:25): 指被提的时候, 基督的外邦新妇已完全, 

从地上被接去, 而神恢复祂与以色列的交往(即

恢复神给以色列的计划, 实现神给他们的应许).  
 

3) 外邦人的日期 (The Times of the Gentiles, 路

21:24): 真正始于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俘虏, 一直延

续至外邦不再控制耶路撒冷的日子(即主耶稣第

二次再来摧毁敌对神的外邦政权). [注: “外邦人

的日期”主要是强调耶路撒冷被外邦管治, 但这

并不表示犹太人不能拥有短暂时期对耶路撒冷
的控制 (如现今的情况); “外邦人日期满了”是指

耶路撒冷不再受到外邦的入侵或干扰, 那是要等

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才实现]  

 

 

 

 

 

 

 

 

 

 

 

 
 

 

 
********************************************* 

附录二:  但以理书的四兽 

 

(A) 但以理梦见的异象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 但以理在床上做梦, 

见了脑中的异象, 就记录这梦, 述说其中的大意”(但

7:1). 这节表明但以理深知他所经历到的不仅是个梦, 

更是神给他的异象. 我们在此看到但以理并非属血气

之人, 而是属灵的人, 可以意识到神把神圣的真理传

达给他(林前 2:14-15). 安德森(Sir Robert Anderson)评

述道: “但以理在第 2 章时仍是个年轻人, 才进入超凡

的尊贵与极大的权势.… 到了第 7 章, 但以理已是个

年老圣徒, 经过了许多考验的攻击, 仍然保有一颗对

神和祂百姓的真诚之心, 正如大约 60 年前、他以被

掳者身分进入宽墙的巴比伦城一样.”131 

                                                           
131   James R. Baker, “Daniel”,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2), 第 90 页. 附录一主

要参考此书, 第 90-105 页; 以及脚注中所注明的参考书. 

“但以理说: 我夜里见异象, 看见天的四风陡

起, 刮在大海之上.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 形状各有

不同”(但7:2-3; 注: 此“四兽”象征四大帝王, 也可指他

们所创立的四大帝国).132 英国的詹姆斯·贝克(James 

R. Baker)指出, 第2节的“大海”(KJV: great sea)这一词

语在旧约圣经中 , 几乎专门用来指 “ 地中海 ” 

(Mediterranean). 我们注意到在历史上, 巴比伦的边界

并没抵达地中海. 直到尼布甲尼撒的时代, 巴比伦帝

国的版图大大扩展, 直到地中海. 但以理书第2章的巨

像所代表的四大帝国, 每一个在地理上都与地中海有

密切关联. 在圣经中, 经常波动的海被用来描绘恶贯

满盈的列邦列国之民(wicked nations)的不安状况 , 

“唉! 多民哄嚷, 好像海浪匉訇(注:《新译本》: 好像

海浪澎湃); 列邦奔腾, 好像猛水滔滔; 列邦奔腾, 好像

多水滔滔”(赛17:12-13). 

 

“四风”的数字“四”, 常在神的话语中被用来

形容某事物的普世性 (universal). 圣经中首次用到

“四”, 是关于四条从伊甸园流出来的河, 从那里分支, 

成了四道河的源头(创2:10), 给于当时全地普世性的

水供. 但以理所描述的四兽, 并它们从这“大海”上来, 

意味着强大的政权(版图广大的普世性帝国)将从外

邦列国中兴起, 而这些外邦帝国的疆界触及地中海. 

凯利(William Kelly)评论此事: “神的灵在此给我们学

到的, 不只是关乎外邦异教徒的历史或异象, 像给尼

布甲尼撒或其他人的异象一样, 更是神给先知的信息

(即解释所见异象的意义)… 神的灵再次讲论和描述

第2章论及的四大帝国, 以及主耶稣所将引进的第五

个帝国  —  天国.” 

 

(B) 四兽所代表的四大帝国 

(B.1) “头一个像狮子”  —  巴比伦帝国 

“头一个像狮子, 有鹰的翅膀; 我正观看的时

候, 兽的翅膀被拔去, 兽从地上得立起来, 用两脚站立, 

像人一样, 又得了人心”(但7:4). 贝克写道: “但以理在

此看到大约62年前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同样四国! 

                                                           
132   但 7:17: “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

起”; 但 7:23: “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与一切国

大不相同.” 由此可见, “兽”可指某个王(king)或那王所

统治的王国(kingdom)或帝国(empire). 这四国按顺序排

列是: 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 而四王可指巴比伦

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统治期: 主前 606-561

年)、波斯王塞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 统治期: 主前

559-529 年)、希腊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统治期: 主前 336-323 年)和罗马王尤利乌斯·凯撒大帝

(Julius Caesar, 统治期: 主前 49-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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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学习到神的旨意没有改变, 纵然自从神显明整个

计划(但2:29-49)直到如今已过了这么多年. 但神这次

给但以理的异象是采用完全不同的表征(symbol),133 

为要给他学习更重要的真理. 在尼布甲尼撒的梦中, 

巴比伦这第一个世界帝国是巨像的金头(但2:38). 这

正是尼布甲尼撒王对他的王国所持有的看法, 实际上

也是他对自己的看法(即以人的眼光来看). 世人视

‘金’为最高价值和威望的东西. 在巴比伦王的眼中, 

作为‘头’的第一个伟大帝国, 就是像金一般的高贵; 

但在神的眼中, 它却是一头犹如狮子般的狂野猛兽, 

神在显明给但以理的梦中, 就是要强调这点.” 

 

 狮子被喻为

百兽之王 . 这外表威

武的兽王 , 本性却是

凶暴残忍的 . 但以理

有个特殊经历  —  曾

被丢进狮子坑里 (但

6:16-24), 他肯定知道

狮子的残暴兽性 ; 他

也多年处在巴比伦皇宫里, 肯定看过或听过巴比伦帝

国统治下的种种残暴; 例如巴比伦王曾在犹大王“西

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 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 用

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王下25:6-7). 在这些外

邦帝王荣耀华丽的宮服底下, 是如猛兽一般的残暴性

情, 所以神用“兽”来描绘这些外邦帝王或他们的帝国, 

是贴切不过的了. 

 

但以理所见的这头一

个像狮子般的兽, 还有鹰的翅

膀. 鹰在抓捕猎物时非常快速, 

因为有一双强壮的大翅膀. 瓦

沃德(John F. Walvoord)评论

说: “此兽被喻为有翅膀的狮子. 狮子普遍代表君王权

势; 例如所罗门的宝座有六

层台阶,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

个狮子站立”, 每层台阶的左

右各有一个狮子(王上10:20; 

代下9:19). 此外, 巴比伦皇宫

的大门由刻有翅膀的狮子所

守护. 狮子的确是地上的兽中

之王, 鹰则是天空的鸟中之王. 以西结书亦使用鹰来

描绘巴比伦(结17:3,12), 然后也指埃及(结17:7,17).”  

                                                           
133   根据赖若瀚的《十步释经法》, “表征”(symbol)

是采用实物的教材或实际的行动, 来表达一项特有的意

义. “表征”实际上是“暗喻”(metaphor)的一种表达法. 

值得留意的是, 耶利米亦采用狮子为画像, 论

及巴比伦这强大政治势力将要侵占犹大国: “你们当

传扬在犹大, 宣告在耶路撒冷说: 你们当在国中吹角, 

高声呼叫说: 你们当聚集! 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应当

向锡安竖立大旗. 要逃避, 不要迟延, 因我必使灾祸与

大毁灭从北方来到. 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 是毁坏列

国的. 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 要使你的地荒凉, 使你的

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耶4:6-7). 耶利米较后也以

狮子和鹰来比喻巴比伦: “仇敌必像狮子从约但河边

的丛林上来, 攻击坚固的居所… 仇敌必如大鹰飞起, 

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耶49:19,22). 从 但9:1-2, 我们

晓得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在位第一年”时, 但以理

手中已经握有耶利米书的预言.134 耶利米书上的资料

使但以理可以仔细思考他梦中所见之兽的意义. 

 

但以理看到“兽的翅膀被拔去”, 结果这兽不

能再飞, 顿时失去了强大的威力, 这意味着神除去巴

比伦的强大权势. 此外, 此兽“从地上得立起来, 用两

脚站立, 像人一样, 又得了人心”(但7:4). 贝克指出, 两

脚站立的狮子看似笨拙和别扭. 神把兽的残暴无惧之

心换成人的心  —  会显得软弱或感到惧怕的心. 按神

的计划, 巴比伦的权势在神大能的手中将被削弱, 它

将蒙羞受辱, 变得无力. 许多学者认为这与尼布甲尼

撒的真实经历非常相似, 不谋而合; 他被神降为卑, 变

得像兽一样长达七年, 过后恢复成为人  —  “像人一

样 , 又得了人心”. 关于这点 , 特里格勒斯 (Samuel 

Prideaux Tregelles)评论道: “我认为这些话是暗指尼

布甲尼撒的经历(但4:30-37), 他被神惩戒, 学习到至

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4:25).”  

 

(B.2)   “又有一兽如熊”  —  玛代波斯帝国 

 但 7:5 说: “又有一兽如熊, 就是第二兽, 旁跨

而坐, 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 有吩咐这兽的说: ‘起来

吞吃多肉.’ ” 熊虽是一种行动缓慢的庞大动物, 但发

威起来可以是残暴

嗜血的猛兽. 它恰

当地描绘玛代波斯

帝国(Medo-Persian 

Empire), 因它以战

争征服了许多国土, 

实为“吞吃多肉 ”. 

它“口齿内衔着三

根肋骨”, 生动地描述它那如饥似渴的残忍兽性. 一些

                                                           
134   但 9:1-2: “大利乌… 在位第一年, 我但以理从

书上(指耶利米书 25:11-12; 27:7)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

先知耶利米, 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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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学者认为它“衔着三根肋骨”意指它征服了三个

国: 吕底亚(Lydia)、埃及和巴比伦.  

 

美国的拉尔金(Clarence Larkin)论到玛代波

斯时这样写道: “它的行动庞大缓慢, 以调派百万大军

攻击敌人而闻名遐迩, 令人闻之丧胆; 例如波斯王薛

西斯(Xerxes)出动了 2 百 50 万战士, 去与希腊军队交

锋. 这样庞大数目的战士肯定会‘吞吃多肉’  —  不单

指食物方面, 也意味着众多的人会因争战、疾病而死

亡.” 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也评述道: “当波斯

王大利乌(Darius)经过斯基提亞(Scythia)时, 他动用了

将近 75 万人的大军, 这还不包括他那 600 艘船的庞

大舰队. 当波斯王薛西斯(Xerxes)要进攻希腊时, 他率

领了 2 百 50 万的大军前往 . … 根据希罗多德

(Herodotus, 希腊历史学家)的统计, 薛西斯征募不少

过 56 个民族的战士加入他的大军, 去与希腊军队交

战.”135 如此人数庞大的战争, 必然会“吞吃多肉”.    

 

还有一点, 但以理看到这兽“旁跨而坐”, 其原

意是“它把一边的身体挺起来”(KJV / Darby: it raised 

up itself on one side;《新译本》译作“挺起一边的身

躯”). 盖伯林(A. C. Gaebelein)指出, 熊的一边身体挺

起来, 比另一边更高, 因为波斯的影响力比玛代更

强.136 (注: 波斯帝国有时也被称为“玛代波斯帝国”, 

因为这帝国主要由两大国组成  —  玛代和波斯; 由于

波斯的势力比玛代更强大, 故常称为“波斯帝国”而已) 

 

(B.3) “又有一兽如豹”  —  希腊帝国 

 “此后我观看, 又有一兽如豹, 背上有鸟的四

个翅膀; 这兽有四个头, 又得了权柄”(但 7:6). 但以理

接着在异象中看到

一个像豹的兽 . 众

所周知 , 豹的行动

敏捷快速 , 虽然它

的体积比狮子和熊

还小 , 却是非常凶

猛的肉食动物 . 我

们从历史上晓得 , 

玛代波斯帝国倾覆后, 紧接着兴起的是希腊帝国. “四

个翅膀”象征它具有超凡的速度, “四个头”象征此帝

国会向四面扩展它的领土. 瓦沃德表示: “在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主前 356-323 年)带领下的希腊

                                                           
135   John Phillips & Jerry Vines, Exploring the Book 

of Daniel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0), 第 98 页. 
136   James R. Baker, “Daniel”, in WTBT, 第 93 页. 

帝国历史与这里所描述的相符一致. 亚历山大以豹一

般的迅速(短短 8 年内),137 占领了大部分的文明世界, 

从马其顿直到非洲, 甚至向东扩展直达印度, 都落入

希腊帝国版图内. 在古代世界中, 无人能像他如此快

速地征服各国, 建立帝国(但也英年早逝, 快速地结束

在世之日). 这就完全符合‘有四个翅膀的豹’之图像.” 

 

 魏斯比(Warren Wiersbe)评注道: “从数字‘四’

就可以认出此兽: 四个翅膀、

四个头(但 7:6)和四个角(但

8:8,21-22). 主前 323 年, 亚历

山大离世, 后继无人, 结果他

的国分裂为四个部分, 由他的

四位将领所治理. 巴勒斯坦和

埃及落入多利买一世(Ptolemy 

I)手中; 叙利亚被西流基一世

(Seleucus I)管辖; 小亚细亚是

由吕西马古(Lysimachus)统治; 

希腊和马其顿则由卡山大(Cassander)治理.”138 

 

 在但以理书第 7 章, 第 6 节与第 4 节的结尾

皆显明神的主权. 第 4 节结尾说头一个兽“又得了人

心”, 表明神赐下人心给这兽. 第 6 节结尾则说第三个

兽“又得了权柄”, 表明神赐下统治权给这兽. 这点提

醒我们“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

命的”(罗 13:1). 英勇过人、手握大权的亚历山大不

过是神恩赐的领受者, 可惜他没有领悟这点, 没有负

起责任作神恩赐的好管家.   

 

(B.4) 有大铁牙的十角兽  —  罗马帝国 

 (a)   历史上的罗马帝国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第四兽甚是

可怕, 极其强壮, 大有力量, 有大铁牙, 吞吃嚼碎, 所剩

下的用脚践踏 . 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 , 头有十

角”(但 7:7). 贝克指出, 虽然第 3 节同时提及这四个

                                                           
137   主前 334 年, 亚历山大横渡海力士彭特(常误译

为“海伦斯堡”, Hellespont; 此地将小亚细亚与中东分开), 

并于那年在格兰尼古河(Granicus)打败波斯大军. 主前

331 年, 他在亚尔伯拉(Arbela)的战役中, 粉碎了波斯帝

国的权势, 建立了希腊帝国. 主前 327 年, 他入侵印度. 

他又计划重建巴比伦城, 使它恢复昔日荣耀. 但年仅 33

岁的亚历山大于主前 323 年就英年早逝. 根据一些记载, 

他是死于巴比伦, 也有传说他死于印度. 
138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Prophets (Colorado: Cook 

Communications Ministries, 2002), 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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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 但在呈现它们时, 却有清楚的排列顺序(故此可从

历史认出接下来的是哪一个帝国). 另一方面, 所梦见

的前三兽出现在夜里众多异象中的第一个异象  —  

“我夜里见异象 (单数)…”(但 7:2; KJV / Darby: in my 

vision by night). 不过, 在未描述第四兽以前, 但以理

表明它出现“在夜间的众异象(复数)中”(但 7:7 直译; 

KJV: in the night visions ), 用此不同方式表达第四兽, 

意味着第四兽与它之前的三兽是有显著的不同. 但以

理显然也看出这点, 所以他记载道: “那时, 我愿知道

第四兽的真情, 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 甚

是可怕”(但 7:19). 

 

 首先 , 主要

的区别在于世上没

有任何受造的野兽

可用来描述第四兽

(故没像之前那样说

“有一兽如…”). 其次, 

虽然前三兽大有力

量, 且是残暴的, 但

它们的样貌看来并没吓倒但以理, 不像第四兽令他惊

恐万分. 第三, 前三兽象征历史性的世界帝国(巴比

伦、波斯、希腊), 名字都出现在但以理书中,139 且被

喻为帝国霸权(imperial power), 可是第四国在但以理

写此书时还未出现, 

是属预言性的 (指

“罗马”一名没出现

在但以理书). 许多

圣经学者都赞同第

四国就是罗马帝国.  

 

罗马共和国

末期的军事统帅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是把罗

马共和国体制转向罗马帝国的关键人物, 欧洲史称他

为凯撒大帝. 他在著名的高卢战役(Gallic Wars, 主前

58-51 年)中获胜, 把高卢(Gaul)纳入罗马省份, 强化和

巩固了罗马帝国. 范

氏(W. E. Vine)写道: 

“在主前 27 年, 共和

党 的 宪 法 形 式
(Republican form of 

constitution)被废除, 

罗马世界的政权集

                                                           
139   例如“巴比伦”这名字出现在 但 1:1; 4:29; 7:1 等; 

而“玛代和波斯”一名出现在 但 6:8,12,15; 8:20; “希腊”

一名则出现在 但 8:21; 10:20; 11:2. 唯独没出现“罗马”. 

中在皇帝凯撒亚古士督(Caesar Augustus)的手中.” 这

给了接续下来、手握大权的罗马皇帝有力量进行残

暴征服或铁腕统治, 例如罗马皇帝尼禄(Nero, 主后

37-68 年)大肆残杀基督徒、维斯帕先(Vespasian, 主

后 68-79 年)下令毁灭耶路撒冷, 以及罗马皇帝多米

田(Domitian, 主后 81-96 年)强势迫害基督徒等等.  
 

贝克评述道: “前三国的名字(在但以理书中)

都有提及, 可是第 2 和第 7 章所描述的第四国, 按我

的判断, 是罗马帝国… 第 7 章描述此国为‘甚是可怕, 

极其强壮, 大有力量’. 神在此预告这最后的外邦帝国

(即罗马帝国)是比任何先前兴起的帝国更糟更坏的.” 

论到这方面, 塔福特(F. A. Tatford)说: “这第四兽被解

释成土耳其帝国、叙利亚、希腊、罗马教廷(Papacy)

和罗马帝国(Roman Empire). 然而, 唯有罗马帝国符

合但以理所描述的特征. 与先前三大帝国不同的是罗

马帝国的惊人权势、强大特性、影响深远的统治、

对所占领的国民进行残酷无情的掠夺.” 

 

第四兽那“吞吃嚼碎”的“大铁牙”让我们看见

本章首次提到的金属(metal)  —  铁(iron). 这与第 2

章的第四国相符  —  以铁脚为代表的罗马帝国. 但

7:1-14 没提到那与前三兽在第 2 章相关的任何金属

(例如代表巴比伦的“金”、代表玛代波斯的“银”和代

表希腊的“铜”), 只有代表罗马帝国的“铁”被提及(注: 

“铁”象征力量, “大铁牙”象征强大可怕的吞吃毁灭之

力量), 为要强调这最终的世界霸权拥有强大的势力, 

并以残酷手法杀灭敌人; 无疑的, 其中一个就是十字

架酷刑. 虽然波斯帝国时期就有悬挂人的死刑, 但罗

马帝国采纳并加剧此法的残酷性, 把人“钉死”在十字

架上. 这是最羞辱的酷刑. 不仅如此, 罗马人还有许多

残酷的手法, 例如把人丢进斗兽场(Colosseum),  让饥

饿凶猛的野兽把人“吞吃嚼碎”, 而嗜血的罗马人就在

斗兽场的席位上狂欢呐喊, “享受”这血淋淋的一幕.   

 

除了这些历史事实,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这类

的证据, 都强有力地证明这强大邪恶的第四政体如何

“用脚践踏所剩下的”(但 7:7). 瓦沃德观察说: “比起

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 有关这兽的描述显然更加符合

罗马帝国. 亚历山大以迅速行军征服多国, 却很少践

踏他所征服的国民. 相比之下, 罗马帝国是无情地毁

灭文明和人民, 残杀成千的俘虏, 把上万的人卖为奴

隶. … 诚如刘坡德(H. C. Leupold)论到‘大铁牙’时所

言: ‘这肯定象征一个贪婪、残酷、仇恨心重的世界

霸权, 而罗马帝国正是如此, 不停占领, 不断侵略, 总

不满足… 它的计谋和目的总是专横傲慢的帝国主义  

—  压碎各国各民, 将之践踏脚下.’ 显然, 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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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希腊帝国或从希腊分裂出来的王国, 比较符合 

但 7:7 的描述.” 

 

(b)  罗马帝国的“间隔”  —  召会时代的介入 

这第四兽的“十角”使不少圣经学者认为, 这

第四兽所象征的第四国  —  罗马帝国  —  在时间上

可再分为两部分, 即罗马帝国(主前 63-主后 476)和复

兴的罗马帝国(即在未来的七年灾难时期). 但 7:24 清

楚表示: “至于那十角, 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 

贝克正确指出, 许多人解释这“十王”是过去历史上已

出现的某十个王. 但这解法遇到的主要困难是: 此十

王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 

并且这十王是在同一时期内出现, 而非轮流出现), 但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十王出现. 凯利

(Kelly)写道: “我们在过去历史上并没看到这十王... 

但他们会在未来出现, 这就是 启示录 17 章所描述的: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国, 但他

们一时之间要和兽 (指敌基督 )同得权柄 , 与王一

样’(启 17:12).”140  

 

这“十王”与但以理书 2 章中巨像的十个脚趾

相符对应, 所以他们显现的时间是在未来. 他们肯定

是属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关于这点, 瓦沃德(Walvoord)

写道: “既然这十王得国掌权的时候是在末世时代的

末了, 正如 启 13:1 和 17:12 所支持的, 他们的出现就

肯定还在未来. 事实上, ‘十王’出现在启示录, 而此书

写于希腊帝国沦陷多年之后(即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这就清楚把十王联于罗马帝国的最终阶段(指复兴的

罗马帝国).”  

 

到底复兴的罗马帝国(revived Roman Empire)

何时出现? 许多圣经学者 (如 J. R. Baker、 John 

Walvoord、John Phillips、A. C. Gaebelein、William 

Kelly 等等)皆表明是在召会被提之后的七年灾难时

期出现. 贝克(J. R. Baker)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

                                                           
140   有者认为此十王是主前 1 世纪至主后 4 世纪之

间的 10 个罗马王, 包括迫害基督徒的尼禄(Nero, 主后

54-68 年)、多米田(Domitian, 主后 81-96 年)等等. 不过, 

约翰于主后 96 年左右写启示录时, 清楚说明那十王“还

没有得国(未得到国家的统治权, 即还未作王统治)”(启

17:12), 所以尼禄或多米田肯定不在“十王”的名单内, 因

他们早在约翰写启示录时已经“得国”(注: 尼禄和多米

田各在主后 54 年和主后 81 年就作了罗马皇帝). 此外, 

十王要与兽“同得权柄”, 由于此兽(即 启 13:1 的“政治的

兽”)是在召会被提后的七年灾难时期才出现, 所以我们

可合理地断言, 这十王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并没出现. 

‘基督的身体’的召会不是任何旧约预言或应许的主

题… 在五旬节, 圣灵降临成立了召会(请比较 徒 1:51

与 林前 12:13). 从这天开始, 神停止分别对待犹太人

和外邦人(因为借着召会时代的恩典福音, 犹太人和

外邦人在基督里都合为一了, 加 3:28; 弗 3:6). 不过, 

当神把召会从地上提到天上, 神就要恢复祂以往对以

色列国民(犹太人)和外邦列国(外邦人)的计划.”  

 

贝克继续解释道: “在路加福音第 4 章, 主耶

稣在会堂阅读以赛亚书第 61 章时,141 读到第 2 节中

间就停止, 然后‘把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 就坐下… 对

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参 路 4:17-21). 

为何主耶稣不读完第 2 节: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因为‘神报仇的日子’(赛 61:2b)不会临到, 直到召会被

提后才开始, 换言之, 七年灾难不会临到人间, 直到召

会被提后才发生. … 现今时代(召会时代)会以召会被

提作结束, 一旦召会在天上安全了, 神会重启祂对以

色列国民和外邦列国的计划. 我们已经探讨 但 7:23

的第四国 (“…必吞吃全地, 并且践踏嚼碎”), 那里所

谈到的已在历史上应验了(应验在罗马帝国的历史

上), 不过在 但 7:24 直到本章的结束所论及的(指 但

7:24-27 所记述的), 却要等到将来才会应验.”142   

 

(c) 未来复兴的罗马帝国 

关于这有十角的第四兽 , 但以理继续写道: 

“我正观看这些角, 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 先前的角

中有三角在这角前, 连根被它拔出来. 这角有眼, 像人

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但 7:8). 贝克(J. R. Baker)写

道: “此兽的十角成为但以理紧接下来要思考的事, 因

他看见有一个小角从十角当中长出来. 但以理观看这

新长出来的小角, 看见它有一双眼睛和一个说话的口. 

按先前提到的事实, 我们可安全地认为但以理看到一

个人以角的形状出现, 若是如此, 我们就可合理地说

十王以十角的形状出现; 而这点可从 但 7:24 获得证

实(“至于那十角, 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 后来

又兴起一王, 与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伏三王.”) 

 

“很多理由清楚说明这‘小角’就是撒但在将来

末世所要提拔的人, 要他假冒为‘神所应许给以色列

                                                           
141    赛 61:1-2: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

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 传福音给

贫穷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
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注: “耶和华的恩年”(赛 61:2)可

译作“神悦纳人的禧年”(路 4:19). 
142    J. R. Baker, “Daniel”, in WTBT, 第 102-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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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弥赛亚’. 论到十王, 凯利(Kelly)尖刻但正确地评述

道: ‘此兽有十角而非七角  —  妖魔而非完美(注: 数

字“七”象征完美, 试比较基督完美的“七角”).143 这个

由撒但授权的败坏者, 冒称拥有基督的权能和智慧, 

结果却是怪异的夸张.’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 本章的兽

与启示录 13 章的第一个兽有显著的共同点(启 13:1-

10). 两兽各有‘十角’(启 13:1), 各有一个‘说夸大亵渎

话的口’(启 13:5), 而正如但以理书的四国好像狮子、

熊、豹和(可怕的)兽, 我们在 启 13:2 也读到‘我所看

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144 

 

 论到启示录第 13 章的第一个兽, 盖柏林(A. 

C. Gaebelein)指出, 第一个兽(注: 此兽是人)是从复兴

的罗马帝国(revived Roman Empire)所出的一位大能

领袖. 但以理曾在异象中见到如狮子、熊和豹的三个

兽, 分别代表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马其顿. 这个

复兴的罗马帝国正

是先前世界帝国

(指巴比伦、玛代

波斯和希腊 )的混

合体. 这些先前的

帝国给这末后的罗

马帝国吞灭了, 故

此, 复兴的罗马帝

国会包含上述各个帝国的成分, 将之集合在一个巨大

怪兽身上 .”145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也写道: 

“复兴的罗马帝国具有在它之前众帝国的特征, 即征

伐的速度快如豹, 力大如熊, 并像狮子一样贪婪. 简言

之, 它兼有以往各世界霸主的一切邪恶特征.”  

 

(C) 人子掌权的第五国  —  主耶稣荣耀的国 

“我观看, 见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亘古常在
者… 祂坐着要行审判…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

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
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

的人都事奉祂. 祂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祂的国

必不败坏”(但7:9-10, 13-14). 在解释 但7:9-14时, 马唐

纳评注道: “在第9节, 但以理描绘出第五个王国, 也是

                                                           
143   主耶稣基督被喻为“有七角的羔羊”, 参 启 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 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

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 
144   J. R. Baker, “Daniel”, in WTBT, 第 97 页. 
145   盖柏林著, 岑德华译,《启示录注解》(香港九

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第 73 页; 也参其英文简要版, 

Gaebelein’s Concise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85), 第 1216 页. 

最终的世界强国, 就是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 这

里的‘亘古常在者’, 最好解作天父, 而‘像人子的’那位

意指主耶稣基督; 祂来到父神面前, 以得着国度. 小角

(敌基督)和他的帝国(复兴的罗马帝国)被损坏(但

7:11)… 但列国和人民仍然存留. 主耶稣基督获得了

统治宇宙的权柄, 这国度永远必不能被取代(但7:14). 

 

“在 但7:15-18, 但以理愁烦困惑时, 一位不知

名的侍立者(可能是天使)向他解释, 四个大兽代表四

位世界统治者(四王)将从世上兴起(但7:17: “这四个

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但最后却被至高者

的国度和圣民所取替. 世上的国度都必过去, 但至高

者的圣民却拥有永远的国度. 在本章第3节, 四兽从海

中出来, 这‘海’象征外邦列国(可指与地中海有关的外

邦帝国). 第17节说这四王在世上(原文作“地上”)兴起, 

这意味着他们的价值观是被地上世俗名利权势束缚

着的, 他们的性情是不属灵的(而是属地属世的). 

 

“在 但7:19-22, 但以理特别询问有关那在残

酷凶狠方面超越其余三兽的第四兽. 他也想知道那

‘十角’和‘打落前三角的另一角’是什么意思. 他看见

那另长的一角与灾难时期的圣民(或译“圣徒”, saints)

展开‘争战, 且胜了他们’ (但7:21; 比较 启13:7: “又任

凭他与圣徒争战, 并且得胜”). 直到‘亘古常在者’来到, 

结束圣民的苦难, 把国赐给他们.” 最后, 马唐纳评论

道: “在 但7:23-28, 那不知名的侍立者解释‘四兽’、

‘十角’和‘说夸大话的小角’(参 但7:8). 这小角(敌基督, 

即 启13:1-8所记载的“政治之兽”)将亵渎至高者, 在

三年半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并想‘改变(犹太人)的

节期和律法’(但7:25);146 但他(敌基督)的权柄将被夺

去, 引入我们主荣耀永远的国度. 面对这些事, 但以理

心中惊恐万分, 惊异不已.”147 

 

(D) 结语 

魏斯比总结道: “在这戏剧性的异象中, 但以

理看见整个广阔的历史进程, 以巴比伦帝国为开始, 

直到基督在地上一千年的统治为结束. 这对被掳放逐

的但以理和他的百姓而言, 是何等的安慰和力量啊! 

                                                           
146   但 7:25 的“一载、二载、半载”意即三年半(注: 

一年 + 二年 + 半年 = 三年半). 这“三年半”(启 12:14), 或

“42 个月”(启 13:5), 或“1260 天”(启 12:6)正是主耶稣在 

太 24:21 所指的“大灾难”时期(指七年灾难的后三年半). 
147   William MacDonald,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Old Testament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2), 第 1083-1084 页. 也参其中文

版《活石旧约圣经注释》(2006 年), 第 1044-10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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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预言有朝一日必然成就, 他们的弥赛亚必然坐

在大卫的宝座上. 今日, 耶稣基督的召会却是仰望救

主归来, 然后一同被提到空中, 与主相会(帖前 4:13-

18). 过后, 我们将与祂一同回到地上, 并事奉祂. ‘主

耶稣啊, 我愿你来’(启 22:20).”148 

 
********************************************* 

附录三:  有关但以理书四兽的另一些见解 

 

根据一般传统的看法, 但以理书的四兽分别

代表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四大帝国. 艾伦

(Jim Allen)指出, 上述看法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所出

版的 10 大册《旧约注释》(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由 C. F. Keil 和 F. Delitzsch 合著). 在此注

释系列中, 克毅俄(C. F. Keil)在他所著的第 9 册《但

以理书》(约在 1859 年出版)中写道: “神借着一个巨

像向尼布甲尼撒所显示的四大世界君主政体(world-

monarchies), 如今在这异象中(指但以理书第 7 章的

四兽异象)以兽的象征出现.” 这看法被大部分保守派

解经家所接纳与跟从. 

 

无论如何, 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此四兽的

每一兽都代表末世时代的国家 , 而非主前和主后

1000 年间出现的上述四大帝国.149 艾伦在其所著的

《重新考虑但以理书》(Daniel Reconsidered)一书中, 

提议此四兽有可能代表下列国家:150  

 

1) 第一兽(有鹰翅膀的狮子): 代表美国和英国的联

盟, 理由是此兽的特征正是美英两国的国家象征
(symbol). 首先, 鹰乃是美国的国家象征超过一百

                                                           
148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Prophets, 第 285 页. 
149   对上述传统解法提出质疑的著名保守派

(conservative)学者或解经家有: 兰氏(G. H. Lang, 参其

1950 年所著的书 , The Histories and Prophecies of 

Daniel)、安德森(Sir Robert Anderson, 参其 1909 年所

著的 Daniel in the Critic’s Den)和金氏(Geoffrey R. King, 

参其 1966 年所著的 Daniel); 引自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Cookstown, N. Ireland: Scripture Teaching 

Library, 2013), 第 254-255 页. 质疑传统解法的一些学者

主张这四兽完全代表末世时代的国家, 而非过去历史上

的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 艾伦(Jim Allen)认为这

看法的可能性很高. 尽管如此, 无论是艾伦或是安德森, 

他们都赞同但以理书第 2 章的巨像乃是代表那“敌对神

的外邦政权”, 即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四大帝国. 
150   艾伦表示信徒可“考虑以下的可能性”(consider 

the following possibilities), 而非武断地认为如此.  

年之久; 而至少这两百年以来, 狮子乃是英国的

国家象征 . 此看法早在 50 多年前由金氏

(Geoffrey R. King)提出, 他喻之为“以美国鹰翅膀

飞翔的英国狮子”, 即美英两国联盟, 而美英两国

向来在政治和军事上, 都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2) 第二兽(吞吃多肉的熊): 代表俄罗斯(Russia), 理

由是熊常被用来象征俄罗斯. 根据现今的“维基

百科”(Wikipedia, 网络百科全书): “俄罗斯熊(the 

Russian Bear)经常被用作代表俄罗斯. 自 16 世纪

起, 俄罗斯熊在卡通、文章和戏剧中早已出现; 

熊通常象征着俄罗斯帝国(Tsarist Russia)、苏联

(the Soviet Union)和现今的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 苏联解体后, 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

有人支持以熊的形象设计国徽, 因为支持者认为

俄罗斯在世界上常被视为一头熊.”151 

 

3) 第三兽(四翅膀的四头豹): 代表中国(China), 理由

是豹(以及老虎)是东方的动物, 与中国有关; 而中

国在近代迅速兴起成为强国已是有目共睹的事

实. 艾伦写道: “豹的快速是它的天生本能, 这是

不言自明的; 这个世界强国(中国)快速地在世界

舞台上走动.… 此兽的翅膀并非鹰的翅膀, 而是

某种鸟(fowl)的翅膀, 可指快速, 更意味着庇护

(shelter, 太 23:37).152 此外, ‘四’在希伯来人的观

念里总是意味着普世性(universality), 所以‘四头’

代表普世性的支配管辖(dominion).” 如今中国借

着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 与许多国家建

立经济合作关系, 进一步扩展其普世性的影响力. 

 

4) 第四兽 ( 大铁牙的十角兽 ): 代表欧盟 (the 

European Union, EU), 理由是欧盟特别强调经政
合一; 例如在经济合一方面, 欧盟已采纳统一货

币  —  欧元(Euro). 至于政治合一方面, 欧盟已设

立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欧洲共

同体法 院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并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

NATO)建立了国际军事集团. 由于 启 13:1-8 那

位“政治的兽”是出自这个“十角兽”(比较 启 13:5-

7 和 但 7:19-20; 24-26), 并将实施经济合一, 所以

相当符合那强调经济合一的欧盟.153  

                                                           
151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俄罗斯熊. 
152   “鸟的翅膀”可象征翅膀所提供的庇护(shelter)或

安全(security). 主在 太 23:37 的话中正有此意, “我多次

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153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278-285 页.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俄罗斯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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